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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寻亲公告:我辖区
居民崔国常,现年
四十九岁,家住新
乡市新乡县古固
寨乡前辛庄村,二
零一五年三月九日在去上班
的途中捡一男婴,抚养至今,
取名崔祥立,孩子父母信息
不祥,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
知情者联系:18738576576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声明

●河南中港美景护栏有限公司
(41011876782008X)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兹有河南省商务厅核发的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阳销售分公司的《成
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证
号: 41150016号；地址:平桥
区312国道北环；法定代表人：
李多）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徐明蕊饭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
MA4101W87J)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程建棚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证书管理号：10044
520115182106，发证日期：2
011年4月11日，特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王越山野菜杂
面条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
02MA44RBEE9J，声明作废。
●郑州宏鑫运输有限公司(税号
91410182092103946H)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郑州众酷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预留银行原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高运鹏不慎遗失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2017届毕业证,证号13
7911201706000658,声明作废。
●苏贞妮汇都中心2—2713押
金收据票号0022109丢失，
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英浩机电销售
部(注册号410394600307075)
营业执照副本及财务章、法
人章(李小丽)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发票
代码为141001920076,发票
号为00960511的机动车发票
丢失,声明作废。
●大连宝禾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发票代码为141001920076,发
票号为00961665的机动车发
票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绿色家园面包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3M
A47NYNT2Y，声明作废。
●高大玉购买东晶国际公馆A栋
2单元19层2-19-5号房,维修
基金票据丢失,票据号:00007
698,金额:5643.6元,声明作废。
●郑州睿哲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编码41010501
73892）丢失，声明作废。
●田富林不慎遗失正商智慧城
G02-1701号房首付款发票，
发票编号：08068782，金额
325541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佳捷图文设计
部(号92410105MA46KQEH
8J)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陈梓硕(父:陈付强,母:徐娟)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104
11261,出生日期:2019年3月
12日,声明作废。
●遗失壹张2018年9月8日荥阳
鑫苑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郑
州远大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
投标保证金收据,号码276057
5金额壹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谷幼儿园
现声明：法人及举办者由王
小多变更为张丽华，变更前
无债务债权，变更后债权债
务由张丽华承担。联系人:
赵丙景13683839691
●遗失声明：本人闫朝翔不慎
遗失由峰创福晟园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房屋维修基金收
据(姓名闫朝翔,金额8802,房
号1002)特此声明作废,如有
任何纠纷与郑州峰创福晟园
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巩义市胜意商贸有限公司合
同章丢失编号4101810054
017声明作废。
●河南满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代码91410104341679656
J)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枫桦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100317546
271G，声明作废。

●郑州桡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
MA47HEBE6T）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郑州桡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
MA47HEAW7N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税控盘、发票

专用章、增值税普通发票票号

54043326-54043355共30份，

声明作废。

●郑州桡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
MA47HE781E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税控盘、发

票专用章、增值税普通发票

票号54043356-54043385共
30份，声明作废。

●张慧娟遗失新密市中医院2018
年11月17日开具的河南省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票据号码026
1379,金额4559.36元,声明作废。
●谷德海，豫军E017629残
废军人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金枝遗失由郑州融坚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编号6080157,金额20000元，

声明作废。

●张改环遗失金域世家23号楼

一单元2306维修基金收据号

1544408金额5762元和房屋不

动产办证费用收据号154816
2金额60元声明作废。

●河南贵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
910041598201,账号26373753
8014）及财务章，声明作废。

●姓名刘嫣然，设立在郑州市大

上海商场一楼的柜台（品牌3
CE,柜号22A），遗失收据两张，

收据单号3307013，押金性质

保证金，金额4115.7元；以及

收据单号3307014，押金性质

POS机押金，金额1000元；以

上两张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赛易博数码广场百汇电

脑经营部(注册号410393620
010649)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1032
819750812301101),声明作废

●罗云飞,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

理学院95级会计专业毕业生，

郑州大学毕业证书遗失,毕业

证书编号:977189，声明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短视频流量与商业变
现：
40余家直播和短视频平
台将畅谈“干货”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

的改善，三门峡黄河湿地成
为白天鹅的越冬栖息地。每
到冬季，大批的白天鹅从遥
远的西伯利亚飞临三门峡黄
河湿地和附近的水域，休养
生息，目前到三门峡黄河湿
地越冬的白天鹅已有近万
只。2019三门峡白天鹅旅
游季活动旨在塑造“黄河三
门峡·美丽天鹅城”旅游品
牌，拉动当地观光旅游、休闲
度假。

2018年 6月 6日，第一
届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合发
展论坛举行，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全国党媒视听内容
融合发展矩阵、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主办，大河报社、大河
报豫视频承办。当时，来自
全国50多家主流媒体直播、
短视频平台汇聚郑州，各位
媒体大佬分享视听融合发展
的经验，共探视听融合发展
的未来。现场，为倡导风清
气正网络环境，多名与会代
表共同签署《郑州宣言》。此
外，大河报豫视频当选为首
届轮值主席。

天鹅之城“瞰”见未来。
第二届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
合发展大会的主题为“短视
频流量与商业变现”，旨在基
于第一届全国党媒视听内容
融合发展论坛的基础上，畅
谈短视频的可持续发展，从

而为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
质、更有传播力的视频内容，
进一步增强党媒的传播力及
影响力，在构建新时代舆论
引导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启动“天鹅之恋”短视频
大赛：
全国40余家媒体记录天
鹅倩影

新视界，向天歌。作为
2019三门峡白天鹅旅游季
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天鹅
之恋”短视频大赛将在开幕
式上启动。

40余家媒体将围绕“黄
河三门峡 美丽天鹅城”主
题，在三门峡主要景区拍摄
创作，并在各平台发布展
播。活动还将邀请全国党媒
视听内容融合发展矩阵媒体
代表到函谷关、地坑院等独
具三门峡特色的景点进行采
风。

此外，还将举行“十省五
十市”旅行商大会。获得
2018年度三门峡旅游奖励
旅行社代表，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
安徽、湖北等“十省五十地
市”旅行商代表将围绕三门
峡旅游产品、线路推广等进
行座谈交流。

本报讯 12月5日，是第
34个“国际志愿者日”。来自
河南省各地的志愿服务和文
明实践工作者近200人齐聚
省会郑州，共同见证了河南省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志愿
河南”的上线。该系统由河南
省文明办主办，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大河网承建运维。它的
上线，标志着河南省志愿服务
信息化进程迈上了新台阶，也
标志着河南近1300万志愿者
有了新家园。

“志愿河南”信息服务系
统，经过4个多月的精心设计
研发、1个月的试运行，正式
上线运行。该系统共分五个
产品形态：河南志愿服务管理
系统、志愿河南官方网站、志
愿河南手机客户端、志愿河南
微信小程序、河南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平台。该系统利用
互联网和数字化的优势，实现
志愿者注册、记录服务时长、
志愿组织入驻、志愿服务项目
发布、文明实践供需对接等功
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志
愿河南”信息服务系统专门开
设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系
统，并设有政策理论、实践活
动、先进模范、试点动态等栏
目。该系统将志愿服务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机融合，
将通过对全省各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的及时权威报道
和全方位互动提供一个优秀
平台，有力助推河南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近两年来，
河南省志愿服务事业快速发
展，各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省注
册志愿者总数1286万人，注
册志愿服务组织52154个，发
布志愿服务项目数43万个，
记录志愿者服务时间总数
1.55亿小时；建成学雷锋“文
明使者”志愿服务站13000多
个，建设县域志愿服务中心
132个。

据了解，“志愿河南”信息
服务系统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县开设端口，可以实
现线下线上的结合。

明日 2019三门峡白天鹅旅游季启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牛洁

天寒越冬，天鹅翩
跹。12月7日，2019三
门峡白天鹅旅游季即将
启幕。作为2019三门
峡白天鹅旅游季的重要
活动，第二届全国党媒
视听内容融合发展大
会、“天鹅之恋”短视频
大赛将同期举行，此次
活动由三门峡市人民政
府、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全国党媒视听内
容融合发展矩阵协办，
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大河报社、三门峡
市文化旅游交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届
时，来自人民日报、新京
报、澎湃新闻、上游新闻
等全国40余家传媒集
团的代表性直播、短视
频新媒体平台将齐聚三
门峡，共话短视频的趋
势与未来！

“志愿河南”
信息服务系统上线
河南近1300万志愿者有了新家园

第二届全国党媒视听内容融合发展大会、“天鹅之恋”短视频大赛将同期举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康世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