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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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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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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公告

●2020年5月16号至7月15号,G
3511菏宝高速公路K271公里

沁阳服务区南北两区进行施

工作业，禁止七座(含七座)
以上客车、货车驶入服务区。

由于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河南宏基公路养

护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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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郑州博翔实业有限公司，

证号 10113000123道路运输

许可证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B410216112，姓名为

蓝蔚瑶，出生日期为 2002年
2月 21日 16时 1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崔学成遗失郑州市树青医学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中医专业

中专毕业证书，证书编号:豫
成中教字 01988649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嘉胜电子产品

商行编码为：4101050037696
的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王振亚身份证号412725
199103059115，遗失鑫苑城

一期A区8号楼2006号购房发

票，发票号 03448891，开票

日期 2017年 9月 16日，金额贰

拾陆万壹仟叁佰玖拾捌圆整，

发票号 00341032，开票日期

2018年 1月 23日，金额陆拾万

捌仟圆整，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科兴机械配件经

营部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白喜发，编号：981751号退

休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冬翔遗失河南省建设工程

招标代理从业人员岗位培训

合格证，证号 450109991，
取证日期：2013年 12月 27
日，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朱屯米粉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号 JY1
4101080076568，特此声明。

●徐彦会(身份证号 41022119
7509107128)遗失和昌集团

开发的珑悦 1号楼 1610室购

房款收据 2张(收据号 20173
19,金额:10000元,开具日期:
2019年 7月 15日;收据号 202
3213,金额:16154元,开具日

期:2019年 12月 8日),声明作废

●登封市卢店镇鼎鼎香卤肉营

业执照正副本 92410185MA44
91034B遗失，声明作废。

●孙玲玲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证

书,编号:210410104000434。
于 2017年 7月 6日取得与 202
0年 4月 20日丢失，特此声明。

●本人陈浩，遗失郑州不倾城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

修押金条，号 1229946，金
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李玉瑄,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

院会计专业的三方就业协议

(编号8647318)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金水区崔桥何湾牛肉店

税号 412721198712284633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刘振遗失郑州祝福红城二期

地下二层A区A172号车位协议

及收据、车位发票(票号 0009
1302,金额 50000元,日期:201
8.5.22)收款单位:郑州祝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声明遗失。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刘岗南路店《药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江汉路店柳亚娟《

执业药师注册证》证号：411
21809002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中阳门业有限公司公章

号 4101840023691遗失作废。

●河南爆单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5M
A9F0DWM6N声明作废。

●邢星志，上住国用(2008)字第

566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本人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韦博通讯商行

(代码 92410104MA40HF0R90)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超凡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702000023046)和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金土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791100021625)和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宗嵩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
0019481001,账号 160278010
40004434,开户银行:登封市农

业银行城关分理处,声明作废。

●河南中科未来助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预留银行公章

(编码:4106020000369)、财
务章(编码:4106020000370)
和法人章(张琛)，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医仁综合门诊部

不慎将郑州市社会保险登记

表（开户）丢失，组织机构

代码:92410100MA40GEJ
X0M，特此声明。

●河南宏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三联收据一本,收据编号:
3214721-3214740,声明作废。

●闫振领郑房权证字第140131
7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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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不慎将河南建业泰宏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认筹款收据

(收据号: 0088608，金额: 10
000元)遗失，由此引起的一切

纠纷与该公司无关，声明作废。

本报讯 在周口市体育中
心院内，有一家名叫“越秀烩
面”的地方。最近，不断有食
客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反
映，这家饭店公开悬挂犯错误
员工的“忏悔书”，有点对员工
人格不尊重，要求太苛刻。5
月15日下午，记者将这一情
况向饭店方进行了反馈，但对
方未对此作出解释。

5月15日中午时分，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来到位于
周口市体育中心南门附近的
越秀烩面。记者看到，这是一
家快餐型中档饭店，里面有卡
座和包间，规模不算小。由于
正赶上午饭时间，饭店人来人
往，生意火爆。根据知情人指
引，记者在饭店西侧通往卫生
间的走廊里，找到了“忏悔

墙”。在上面，共公开展示了
8位员工的“忏悔书”。

记者仔细查看，每篇“忏悔
书”的开头都是统一内容和格
式，大致内容是“忏悔一次，进
步一次，忏悔是正能量”，而下
面则是每位员工根据自身不足
而作出的忏悔。其中，员工小
陈的忏悔内容是“为顾客服务
时做得不好，我忏悔，并及时改
正”。员工小任的忏悔内容是

“售卖酒水时没有聆听好顾客
需求，我忏悔，并及时改正”。

对于这面公开展示的“忏
悔墙”，过往的食客们感到有
些不妥。“作为企业自身管理
的手段和方式，本无可厚非，
但没必要拿出来给所有人公
开看吧，在内部工作会或者微
信群里讲讲就行了，要不然就

显得对员工人格不尊重，要求
太苛刻了。”几名食客说。

对于这面“忏悔墙”，该饭
店员工看法不一。记者以食
客身份随机询问几名正在忙
碌的员工有何看法，有的认为

“内部通报就可以了，公开展
示会让员工感到面子上挂不
住”，而还有的员工认为“要求
严格些也挺好，可以帮助我们
成长”。

5月15日下午，根据饭店
前台给记者提供的联系方式，
记者拨通152××××7961
的高经理电话，他听完记者反
馈后并未作出解释，而是提供
一个157开头的漯河号码，让
联系金经理。而记者拨打157
开头号码后，响铃几声被提示
为“拨打的号码不存在”。

本报讯 去年7月，有市
民向大河报反映，郑州西三
环和丹青路交叉口附近，金
水河畔有一栋长约300米的
铁皮简易房，是违章建筑，影
响市容市貌，且多年来执法
部门竟然无人查处，依然能
够“坚挺”。

此后，多部门联合执法
调查河畔简易房，最终确认
简易房系违建，并责令拆
除。而记者当天探访时，还
正在拆除清理垃圾，据工作
人员介绍，此地将会被建成
公园。

5月14日，记者再次前
往探访时发现，四周已经围
起了围挡，里面却停了不少
私家车，足有数十辆，且门口
有专人值班收费。

当天傍晚，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再次来到了位于
西三环与丹青路交叉口附近

的金水河畔进行探访，此前
挺立的简易房已经拆除完
毕，四周绿色的铁皮围挡遮
挡着。金水河畔裸露的黄
土上面覆盖着防尘网。

沿着西三环与丹青路交
叉口一直往南，透过围挡记
者注意到，里面的垃圾已经
清理干净，不过，还有一间木
质材料做的小房子，未能拆
除，围挡里面停放着数辆小
轿车。

“10元一天。”在围挡的
一处门口，一名男子在此把
守，他称，此处停车是要收费
的。记者采访期间，有司机
开车从里面驶离。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辖
区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
员称违建拆除后，目前公园
还没有开建。至于车辆收费
一事，可能是做了一个临时
停车场。

饭店公开员工“忏悔书”,合适吗？
业内人士及律师表示，此举会对员工内心造成伤害，从而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吕高见 文图

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位
专注企业管理方面的人士，
他说，奖惩手段是企业管理
常用的方式。作为服务行
业，对员工要求更严格一些
是好事，是对顾客负责的态
度，这个应该值得提倡。但
是，公开悬挂员工“忏悔
书”，确实有些不妥。“现代
企业管理强调人性化的管
理制度，员工犯错误可以批
评教育帮助改正，甚至在内
部公开检讨都行，但拿出来
给企业之外的所有人都公
开，难免会对员工内心造成
伤害。”上述人士认为。

说好的简易房拆了建公园，
如今却成“停车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文图

围挡里面停放不少私家车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赵
钰涛律师接受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采访时称，用人单位
公开悬挂员工的忏悔书，明显
贬损了劳动者的人格。如果
公开悬挂员工的忏悔书，很容
易给员工带来负面的心理压
力，从而影响工作和生活。
2015年4月8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意见》出台，把“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放在首要位置，把“依
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放在关
键地位。因此建议这家饭店
及时拆除忏悔墙，还员工最基
本的尊重和尊严。

专家有话说
业内人士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