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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公告

●河南利邦化工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0001007757)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郑州美丽田园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编码4101040053
483，声明作废。

●本人黄丽平不慎遗失豫AK0P
55车辆登记证书,车辆识别号
LFMJ440F3E3042427特此声明
●中牟县刘集镇曾守连货运部
注册号410122600584045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诚济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 JY14101930007478,特
此声明作废。

●闫会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
册证编号：411220130097，
执业类别:药学，现声明作废。
●赵玉庆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注册证编号412220130096，
执业类别:中药学,现声明作废。
●王凤梅遗失医师资格证,编号
410224650414034,声明作废。

●河南省嵩山风景名胜区太室

山售票处票证专用章遗失,
号4101850000733声明作废。

●河南省嵩山风景名胜区太室

山售票处营业执照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410185120
0757，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老杨记

逍遥镇胡辣汤店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0MA4719DX3C遗失作废。

●登封市市区骆驼崖农产品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92410185
MA44TFK47A)声明作废。

●寻物启事:2020年3月25日上

午在舞阳植物园丢一件黑色

短款皮衣,如有捡到归还重

谢！章女士13820150688
●李丹遗失郑州市第四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现更名为郑州市

电子信息工程学校)计算机应

用专业毕业证,证号:豫教职中

专毕字97********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29日赵磊在开封
绿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500000
元收据，票号 0000492声明作废

●河南鑫之银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349466751X）
正、副本，公章和财务专用章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金渠金矿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411282000008476,特此声明。

●黄如意郑房权证字第14010
70588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屋坐落于郑东新区永平路

19号3号楼3单元4层255号。

本人声明作废，如无异议，

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杨伟斌，郑房权证字第09010
40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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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斌遗失开封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专科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1106920
00400571，声明作废。

●本人翁仁伟,丢失郑州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惠济分

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开具

的收据:NO.SG2017120072，
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

●李利梅遗失焦作大学统计专

业专科毕业证书，证号：94
00153，声明作废。

●罗秀枝遗失河南专业技术人

员任职资格证，证号:C0290
5030300020，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0867572，姓名为

胡皓然（父亲姓名胡积深，母

亲姓名盛艳艳），出生日期为

2016年01月19日14时15分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刘保丽，豫（2016）郑州市不

动产权第0005749号不动产权

证书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登记机构予以补发。

●河南景田中央厨房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编码为:41072510
14307，声明作废。

●李红波（原名李洪波）遗失

焦作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

业毕业证书，证号：96411031
26，声明作废。

●商水县石油公司破产清算组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成01538142税收缴款书办

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焕发烟酒

副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
0203MA47N82430)遗失作废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承兑日用

百货店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
0203MA47N83U2A)遗失作废

●本公司河南省鸿岩特种工程

材料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河南

正商经开置业有限公司2018
年12月24日开具3-南栋-309
房款收据号码5049767,金额

40000元，特此声明丢失。

本报讯 3月24日，大河
报刊发了郑州市西三环与汝
河路交叉口东北角处，有人毁
坏生态廊道绿化苗木，圈占绿
地播种番茄、豆角等蔬菜一
事。当日，中原区绿化管理所
即展开行动，铲除地面蔬菜，
补种麦冬等绿化花草。

据中原区绿化管理所的
靳国强介绍，3月23日，辖区
巡防队员巡逻至事发区域，发
现西三环环城快速路生态廊
道内，有人在靠里侧平时无人
探访的林丛里，铲掉原来栽种
的花草，栽种上了蔬菜。闻听
此事后，管理所派工作人员立
即赶到了解情况。据介绍，今
年春节前，该区域的花草绿地
管养良好。春节至今，受新冠
肺炎疫情管控影响，平日里管
护廊道的工作人员在外地老
家暂时难以返郑。管理人员
还没到岗，附近市民在家没
事，则悄悄进入生态廊道，躲
进林带后面毁坏草坪后种植
蔬菜。经初步调查，被毁苗木
约有500平方米。

3月23日下午，中原区

绿化管理所安排人员，从草圃
拉来生态廊道内专用麦冬栽
种，并调来浇水车，把私人小
菜园给处置掉后，松土补种麦
冬。到24日下午，该区域苗
木全部补栽完毕，“24日夜
间，郑州又下了场小雨，这些
苗木成活率会更好”。该所相
关人士说，待工人全部复工
后，将安排人员加大对所有生
态廊道的日常管理，与此同
时，会同有关部门就此次毁绿
事件进行调查，追究毁绿者的
责任。

“郑州的美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维护。”靳国强说，近几
年来，郑州种植了很多乔木和
花草，郑州西郊不仅有植物
园，更有四个中心沿南水北调
生态廊道等美景。现在，西郊
开放了8个生态廊道及37个
公园，市民出行和郊游有了好
去处，大郑州的生态美，需要
全体市民来爱护；市民一旦发
现有人毁绿，第一时间制止并
报 110 或者拨打城建热线
12319举报，大家携手维护绿
城的每片绿色。

不穿救生衣载客玩惊险

3月 24日下午，在郑州
黄河公路大桥西侧黄河南岸
的黄河滩里，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看到，三只快艇正
在河边经营。

快艇的生意也不错。有
的一家四口，大人带着孩子
一起乘坐;有的是俩男子一
起乘坐。记者现场发现，快
艇上的乘客都穿有简易救生
衣，但驾驶员却没有穿救生
衣，快艇一下水，驾驶员还在
黄河中间炫技，玩高难度惊
险动作，这让岸边游人看得
捏了一把汗。

当现场一游客在拍快艇
在黄河里快速飞腾的场景
时，一负责快艇的男子立即
大声呵斥，禁止该游客拍照。

几年前曾有快艇遭查处

2016年，大河报记者在走
访中就曾发现，黄河岸边乘
坐快艇的乘客大多不穿救生
衣，有游客表示“没事”，船主
称，想穿就穿，不想穿不穿。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快艇

驾驶员却满载着乘客在水面
上做急转弯和侧身等高难度
动作，引得乘客大声尖叫。

据了解，黄河岸边游艇曾
因没有要求乘客穿救生衣而
遭到主管部门查处。

据报道，2012 年 4 月 4
日，上海某旅行社携上海某
高校 23名学生前往苏州春
游。当他们在太湖西山岛乘
快艇游览时，一艘快艇撞上
货船钢缆造成4死4伤。事
故发生后，域内200多艘快
艇全部停运，要进行安全监
测、整顿。当地媒体的公开
报道显示，艇上所有人都没
有穿救生衣。

交通运输部门介入调查

3月 25日，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听完记者
反映后表示，公园里坐船还
都必须穿救生衣，“这方面肯
定是有严格要求的”。

听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反映情况后，该负责人
立即通知了省交通运输厅航
务局，“航务局已通知海上执
法部门与记者联系，以便确

定准确位置进行执法。”
随后，郑州市交通运输

局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说，郑州
沿黄一带片区，像邙山黄河
风景名胜区和孤柏渡景区，
是允许正规经营快艇的。经
营期间，无论是驾驶员还是
游客，都必须穿救生衣。

有关执法监督方面，该
负责人说，县市一般都有独
立的执法部门，也就是由交
通执法人员负责。而就郑州
金水区和惠济区而言，2019
年以前是由海事部门负责这
方面的执法监督，而现在因
为机构改革，海事部门已经
撤销，执法职能并入郑州市
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目前，
这方面工作正在交接当中。

“不穿救生衣，是很危险
的。”该负责人说。

3月 25日，郑州交通运
输相关部门接反映后表示，
将依法依规介入调查。一旦
确定违反相关规定，将立即
查处。

具体调查情况如何，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将继续追
踪。

《郑州西三环生态廊道有人毁苗木种蔬菜》后续

被毁草坪花草已补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致远 文图

不穿救生衣安全吗？

驾驶员“裸驾”载客快艇黄河“冲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趁着春光正好，出游的人
多，黄河边快艇的生意也火了
起来。

然而，黄河水深水大，且水
流湍急，快艇上的驾驶员下水
后在不穿救生衣的情况下，载
着游客在河中央炫技，惊险刺
激的动作，着实让人捏把汗。

其实，有关黄河边快艇
的驾驶员或游客不穿救生衣
的问题，近几年一直存在，
仅本报就关注过多次。3月
24日、25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再次对此进行了
采访。

工作人员补种麦冬等绿化花草

快艇载客在黄河里游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