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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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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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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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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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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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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咨询

●法律咨询律师服务

电话（微信）：13598418050

公告

●新乡市卫滨区鸿高网络有限

公司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

前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另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今点食品有限

公司拟注销,望债权人前来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另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吴孝宇，固始县房权证城郊乡

字第008741号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房屋坐落于固始县城郊

乡大棚村大桥村民组0055,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梁英杰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

海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72
栋1917号房，收据编号河南

6005989,金额:41184元,收据

编号1231528,金额：6708元。

收据编号河南1013685,金额：

6708元.收据编号hnxx6029967,
金额:11180元.收据编号1005787,
金额:11201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潘爱娟，不慎丢失平原

新区恒大金碧天下一期西院

221栋0105号收据号6022318商
铺租赁保证金收据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长青的南阳市光

彩国际商贸城收据遗失，收据

号，9095336，声明作废。

●银基广场二楼2F8005王青菊

2019-2022合同期间票据丢失，

押金票号1812210400000000
074，预付款票号1812280100
000000061, 18122101000000
00071，现声明作废。

●梁英杰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

海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72
栋1918号房，收据编号河南

6005991,金额:11201元,收据

编号1231527,金额：158526
元。特此声明作废。

●白云遗失警官证，警号:005
272，声明作废。

●安阳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

张娇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0
4791200906000118声明作废。

●本人辛建停遗失由河南金湖

建设实业有限公司2019年5月
30号开具的首付款收据号000
3369金额63000元，以上收据

声明作废,如后期出现与上述

收据相关经济纠纷,与河南金

湖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姓名：黄文盼，女，执业机构

中原贝佳桐柏南路口腔门诊部

护士资格证、执业证(编号：20
1541002022)，于2019年12月
1日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中海华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马会远，男，不慎遗失水利安

全生产考核证，证书编号豫水

安B（2017）01281，声明作废。

●河南汇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3XBP7C31,声明作废。

●牛丽丽不慎遗失郑州澍青医

学成人中等专业学校99护理

专业毕业证书，豫成中教字

****** ，声明作废。

●内乡县高燕慧副食店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代码924113
25MA41TX3A4K声明作废。

●罗山县鹏程牧业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413
0280533517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徐军胜豫CN15
22营运证丢失，营运证号:
410381029401声明作废。

●潘超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毕业

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3789
1201706000695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聪聪童装店，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0103600893410
(1-1),特此声明作废。

●王军辉丢失2019年1月21日
由巩义市兴旺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开具的宝骏560汽车(车
架号LZWADAGA5HB8303
23)的续保押金收据(号0054
174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马克,身份证411081197803
030439将郑州万科南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张购房

发票（发票代码041001800
105号码02089549金额28
21元；发票代码410016235
0号码02263169金额3278
50元；发票代码41001713
50号码00247038金额40
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张淑云产权证第1601036908号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省少林棋院登记证书正

副本丢失，登记号: 5241000
0MJY16070XK，现声明作废。

●河南潞泓售电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
44LAW2XN，声明作废。

●本人马金霞(身份证号410125
197402140040）已交“河南锦

轩置业有限公司”锦艺四季城购

一期车位预约金收据不慎丢失,
金额:6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购房人夏紫阳身份证号:4115
22199412104214订购郑西理

想城12号楼1单元27层02号
房,因本人保管不善,将该房屋

收款收据定金10000元,票据

号:1007367;维修基金5737
元,票据号:2028098;登记费

120元,票据号:2028099原件

遗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志英家具馆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2MA42H
7MT5A声明作废。

●李永华,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3MA3XH3
L23N)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刘俊峰(曾用名刘俊锋)遗失医

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110410
000032893,执业单位:新密市

第一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本人赫东昌遗失道路运输许

可证正副本，证号：郑字41
0115000431号声明作废。

●兰考县杨阳餐饮店(经营者:杨
涛)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

证丢失,登记证编号JYDJ24102
2501000726，声明作废。

●王静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410104600401994
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490515，姓名为

张上明珠，出生日期为2014年2
月10日6时27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久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飞达广告设计经营部

(注册号410122600358383）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东嘉综合商行(924101
22MA410CB595）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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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产妇生娃
医护人员用简笔画“助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通讯员 程瑶 文图

本报周口讯 11月22日，聋哑
产妇小焦在周口妇产医院，靠纸上
写字交流的方法顺利分娩。1个多
月后的12月27日，又一名聋哑产
妇在该院成功分娩。这次，由于
产妇李女士系先天性聋哑，没有
接受过教育，也不识字，医护人员
通过画简笔画的方式与其交流。

据周口妇产医院妇产科病区
许淑荣主任介绍，聋哑产妇李女
士被诊断宫内孕39周，是她第三
次行剖宫产术。与小焦不同的
是，李女士系先天性聋哑，不识
字，这就没办法用文字的形式进
行沟通。为了缓解产妇分娩时的
紧张情绪，该院麻醉师及手术室
护士画了生动的简笔画，与产妇

进行交流，当日上午11时38分，
成功为其剖娩一女婴。

据了解，李女士的手术过程
并不顺利，术中打开鞘膜后见子
宫已经破裂，仅剩浆膜层突出于
鞘膜下，因前两次剖宫产造成粘
连严重，无法打开腹膜，且术后子
宫收缩欠佳，出血较多，最终，周
口妇产医院的专家凭借丰富的经
验给予按摩子宫，并使用促子宫
收缩药物及宫腔球囊联合止血，
才使得母女安返病房。

“爱心纸条、简笔画，都传递着
周口妇产医院医护人员对产妇深
深的情意。”周口妇产医院院长张
平说，正是由于医生把患者当亲人
对待，才会有这些暖心的举动。

热心车长自掏腰包备零钱箱
半年来，箱里硬币没少反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通讯员 牛魏敏 文图

有没有遇到过坐公交手机刚好没
电或身上没带零钱的尴尬？这种情况
确实有。

郑州一女车长发现这一细节后，自
掏腰包，备了一个装有30多元硬币的
爱心零钱箱，放在了每日工作的203路
公交车上，解大家燃眉之急。然而，这
一爱心零钱箱已经放了半年之久，里边
的零钱不少反而增多。

生产过程中，医护人员用画简笔画的方式与产妇李女士交流。

1元钱解决燃眉之急
之后却多还5元爱心款

12月28日，郑州一位女乘客
坐在203路公交车上，苦等女车
长虎萍一小时，只为还上一元
钱。该乘客说，前几天坐虎萍的
车，出门时把手机忘家了，身上也
没零钱。上车之后，她看见有个
爱心零钱箱。出于无奈，她就先
拿了一块钱当车费。之后几天，
她一直在203公交线路上寻找设
有爱心零钱箱的那班公交车。

“趁着周末休息，一大早就出
门等，终于又看见这辆车了。刚
才您一路在开车，我不好意思打
扰，就一直坐到终点站，我想把之
前借您的一块钱还上，谢谢您让
我在没有零钱时，也能顺利乘
车。另外，我还准备了五块零钱，
想把它放在零钱箱里方便大家取
用。”这位乘客说。

爱心零钱箱放了半年
里边零钱不少反多

半年之前，虎萍发现，现在乘
客多是通过手机支付乘坐公交，
身上很少带零钱，但有时会遇到
一些临时忘带零钱或手机没电的
尴尬，上了车才发现没法支付票
款，但依据公司规定，上车乘坐就
必须买票。

为了维护公司的乘车规定，
也为了解决乘客粗心大意的小尴
尬，虎萍自掏腰包，备了30多元
硬币放在投币箱上面，让临时没
办法买票的乘客先拿走投币买
票，之后如果再有机会坐到这辆
车，或乘坐任何一辆203路公交
车再把钱还上。

截至现在，这个零钱箱已放
了半年之久，里边零钱不但没少，
反而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