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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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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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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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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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声 明

●中原区320号业主委员会公

章：“郑州市中原区 320号业

主委员会”“郑州市中原区 320
号业主大会”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华信高新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587051113A）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赵秀枝郑房权证字第07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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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磊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6MA
450NU450，声明作废。

●编号O410131404,姓名程紫

涵,出生日期 2014年 1月 1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舞阳县菲雨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1MA9
EYUD736)遗失公章(编号 4111
210035086),财务专用章(编
号 4111210035094),法人章(
法人许阳光），声明作废。

●舞阳县湖琴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1MA9
EYUFE3Q)遗失公章(编号4111
210035087),财务专用章(编
号 4111210035095),法人章(
法人许阳光），声明作废。

●舞阳县康若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1MA9
EYTXG1W)遗失公章(编号4111
210035085),财务专用章(编
号 4111210035093),法人章(
法人许阳光），声明作废。

●郑州利之捷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公章(编号 410
103024855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小食间饭馆(
注册号 410105601233445)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上官改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4MA4
3R1W86L）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鑫汇豪工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03060006847)及
财务专用章(编号:41030600
06848）于 2019年 4月遗失，

声明作废。

●林莉的南阳理工学院毕业证

遗失，证号 116531201006000
045，声明作废。

●郑州建材凤凰城伊代家居用

品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
0MA43XNR28G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建材凤凰城城立东门业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 9241010
0MA44U2HR67遗失,声明作废

●汪学林，叶县农商行股东，股

金账号 1230101301100228901
8，凭证序号 110000037544.股
金证丢失，声明作废。

●长葛市安雅口腔门诊部财务

章(编号为:4110827021570)
遗失，声明作废。

●陈哲（身份证号41108119950
5138352）00101922号契税完

税证办证联遗失，声明作废。

●刘翔2016-191号税收完税证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齐老大服装商

店营业执照正本 92410103MA
43PYLE4T遗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中岳办诺亿中国电信

专营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
85MA45BG6T80,声明作废

●朱丽(身份证 410122*****
*200028）遗失执业药师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ZY004436
54，专业类别：药学，签发

日期:2016年 5月 9日,执业单

位:河南恒宇益信堂大药房有

限公司八岗济世堂店)于 20
20年 4月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益生康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租赁保证金收据，编

号：4137345，金额：2553
元，声明作废.

●鹿邑县赵村乡卫生院（辐射

安全许可证）正、副本不慎遗

失，证号为豫环辐证（P8022），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飞越日用品商

行食品经营许可证丢失(编号

JY14101040101059)特此声明。

●郑州点滴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依尔曼服饰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4600601302声明作废

●田孝生遗失睢县人民医院的

医疗住院发票一份，姓名：

田孝生，发票号 0321279金额

6947.75声明原发票作废

●郑州经开区金娃娃幼儿园遗

失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1016
1317265541Y，法人：吕红

丽，声明作废

●郑州经开区爱贝特幼儿园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
410100MJF7543000法人：

吕红丽，声明作废

●张晓东坐落于巩义市陇海路

203号 3号楼付 11号（1号楼

7层 70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

（巩房权产证字第 021765号）
丢失声明作废

●彭艳君不慎将郑州锦荣轻纺

城有限公司开具的票号 2423
043金额 1000（壹仟）元整的

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德兴置业有限公司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三级证书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 914101000
61371649H，声明作废

●新密市荣虹美容美体服务店

营业执照正本 92410183MA47
2YW08R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839719，姓名

为汪冠鸿，出生日期为 20
19年 08月 26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程文礼，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0100MA45LF4L
1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德尔意办公用

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5MA42
T04Q2W）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徐海锦于2018年3月11
号成功认购郑开恒大未来城

项目车位「C1区 036号」,其
中认购书客户联和收据联丢

失，特此声明。由此产生的

法律纠纷与开封国际城一号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张帆父亲张建国于2006年因

精神疾病走失，期间无任何

联系，至今未归，现无法取

得联系，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金皓电脑平面

设计工作室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105MA41WMAN1E（1—1），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五彩园艺有限公司(注
册号 410108100006065)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瑞静，女，医师资格证（201
741110412727198711021661）
医师执业证书（21041010400
0371）丢失，特此声明。

公 告

● 注销公告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

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14100
00MJF6008118，因无法举行

会员大会，现决定清算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于 45日内联系处

理相关事宜。联系人:郭卓敏，

联系电话：0371-66686731。
●三门峡市湖滨区城市住宅开

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200147489005C)根据

湖滨区人民政府三湖政[201
9]2号工作安排已于 2020年 4
月29日完成了公司化改制，注

册登记成为国有独资有限责

任公司。改制后的公司新名

称为:三门峡市湖滨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变，特此公告。

本报讯“这种教学方式同学
们很喜欢，上课积极性特别高，直
观真实！同学们建议我去田地里
面去搞一个直播，准备给我刷个火
箭，刷刷什么穿云箭的。”昨日，信
阳农林学院教师季新向记者说
道。这几天，正值信阳插秧季，教
授《作物栽培学》的季新老师在田
间地头开启了直播课，受到学生们
热捧，相关视频也成为社交网络上
网友们讨论、转发的热门。对于季
新老师的直播课，同学们普遍反映

“接地气”“很专业”“老师好可爱”。
季新是信阳农林学院的一位

年轻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在该校
农学院教授《作物栽培学》。2019
年，《作物栽培学》的实践课，季新
老师就带着学生来到田间体验，做
一回真正的农民。但是今年受疫
情影响，同学们只能隔着屏幕听老
师讲这门课。“如何才能让学生们
更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栽培过程
呢？所以我就萌生了把课堂搬到
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屏幕前也能
看到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的想
法。”季新告诉记者，农学院陈利军
副院长倡导年轻教师要大胆尝试，
于是他决定下田，在田间地头给同
学们上实践课辅导。

五一假期，信阳发布多次高温

橙色预警，为了让同学们在家也能
上好实践课，季新老师专门考察了
一番，最后决定到信阳市平桥区甘
岸镇的二郎村进行课堂录制，并对
水稻种植的灌水整地，壮秧的质量
标准，水稻叶蘖同伸规律，水稻插
秧技术规范等在现场进行了细致
深入讲解。

在《作物栽培学》的线上教学
课堂上，季新老师戴着草帽，脚上
是一双沾了泥巴的胶鞋，一根红绳
将衬衫紧紧地扎在腰上，随着直播
镜头，轻车熟路地走进水田，开始
向同学讲解插秧的技术规范。“拍
摄的过程中我戴个草帽，形象很不
好，还特别黑，真后悔忘开美颜滤
镜了。”季新老师幽默地讲道，“不
是有句玩笑话这样说：远看要饭
的，近看卖炭的，仔细一看——农
学院的。”

信阳农林学院一名学生告诉
记者，季新老师的在线课堂，受到
了一致好评。不仅农学院的学生
在弹幕区里“疯狂”为自己心爱的
老师打call，就连其他学院的学生
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也情不自禁
地为季新老师点赞。“季老师这种
教学方式让我觉得上课更像是一
次春游，从育秧棚到大田，不知不
觉地学会了如何辨别水稻和杂草

以及插秧小技巧。”这位同学说。
对于这种教学模式的转变以

及教学方法的探索，季新老师认为
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历练，更是一
种激励，促使他在教学过程当中不
断地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探索教学
技巧，把专业的知识通俗化、实用
化，让同学们切身去感受、去实践
知识带来的迷人力量。

草帽胶鞋扎红绳 博士直播教插秧
学生大呼接地气，不仅信阳农林学院的学生为季新打call，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来围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张健恺 何海燕 张梦宇 文图

今日人物：季新>>“把专业的知识通俗化、实用化。”

季新正在为自己的学生直播教学 红绳扎衬衣的季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