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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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 66565839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公告

●河南皇甲特卫保安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本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05686398949）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10526
万元减至2526万元。特此公告！

声明

●河南三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不慎将在亳州药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
区支行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
为:L3722000034001,声明作废
●张鸣航(父：张传军、母：黄义
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11071830，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小鹿熟食店(注
册号410108600339028)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金玫瑰理发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92410185MA41
5FBE80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邵智飞，保管不慎将河
南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车位收据丢失,金额2000元，
票据号0023740，声明作废。

●职宁(身份证号4107241992011
19590)遗失广汽本田CHA6480K
AC6A合格证一份，车架号LHGT
G1848L8040327,合格证编号WD
L051922568164,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居然之家博
乐通风商行营业执照正本924101
00MA42QF2YX0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香彤商贸有限公司(914
101053172967275)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马云曌身份证(证号41022519
8*****28)于2020年4月10日在
郑州丢失。自丢失之日起，所
有与该身份证有关的事情与
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张向东(身份证号4108261970
05172510)遗失福田牌机动车
登记证书(证书编号410015968
757)和银行解压手续一套，声
明作废申请补办。因此造成的
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卢琦，记者证丢失，编号：G4
1000155001267，特此声明。
●淮阳县刘振屯乡辛井小学公
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J410374051，姓名为
盛军睿，出生日期为2009年
01月25日05时30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富钦百货
商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李牧彤于2017年1月28
日交纳的诉讼费13307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32789958的《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
没收入专用票据》因本人保
管不善导致收据不慎丢失，
现需要办理退费，声明原件
作废，如产生任何经济纠纷
由本人承担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无关。
●郑州小博士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不慎将财务章在郑州银行
淮河路支行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轻工实业总公司在郑
州银行淮河路支行预留的财
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山楂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3M
A3XBC5233声明作废
●本人杨培森，身份证号:411
282199308160355，不慎遗
失金驰生活服务（河南）有
限公司于2020年1月6日开具
的郑州恒大未来之光认购一
份,编号：G5433035,房号：金
驰30-2-1403,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陈哲，不慎遗失河南展
宇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6月
29日开具维修基金收据号码
1033898，金额7241元；办证
费收据号码1033899，金额60
元，特此声明丢失。

●登封市宣化镇中心小学遗失
豫财410103河南省政府非税
票据,批次OB【2015】票号
1438802-1438836共35份;
票据批次:OA【2016】票号
0936550-0937002共451份;
批次OC【2017】票号06644
82-0664500共19份;批次OC
【2017】票号0674201-067
4481共204份;批次OD【201
7】票号0662231-0662695共
464张;批次OB【2018】票号
0876171-0876594共423份,
全部声明作废。
●河南超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郑
进朝），声明作废。
●郑州奥迈泵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9
48549699)遗失发票专用章,
声明作废
●孟沛霖遗失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开具的河南省非盈利
性医疗机构住院收费专用票
据，发票号0402407，住院
号00760152,金额:叁仟肆佰
陆拾肆元伍角伍分,声明作废
●郑云,女,护士资格证（编号
200951009167467)于2019年
5月丢失,发证日期2009年5月
4日,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丰乐花苑幼儿
园公章财务章丢失,特此声明
●缴款人常文聚于2019年4月
12日缴纳的诉讼费–案件受
理费 952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0792400的《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票据》收据联不慎丢
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郑州知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34954554）
遗失，声明作废。
●赵战勤(身份证号 41022519
8010104614),薛云(420111
19821101762X)夫妻购买河
南隆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隆安东方明珠 7幢 1-604号商
品房(位于洛阳)其购房收据(
号 0658153,金额 162647元;
号 0658154,金额 312000元;
开票日期 2017年 8月 30日)遗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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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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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这样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石斛以石为名，缘于它独特的生长方
式“不藉水土，缘石而生”。石斛的种类很
多，我们日常用的多为铁皮石斛，生产于
浙江、云贵一带；根据2005年《中国药典》
记载，铁皮、紫皮、刚节这三个品种的石斛
具有比较高的药用价值，其中又以铁皮石
斛最高。

枫斗是石斛的加工品，11月或3月采
收后除去杂质，剪去部分须根，然后边加
热边扭成螺旋形或弹簧状，烘干而成。因
为石斛属植物的茎，大多数都有黏液成

分，黏液固化以后就不易分散开，便于保
存和运输。

现在市面上的石斛枫斗混淆品并不
在少数，挑选时可以注意这些：首先，看外
形。铁皮石斛茎细长圆柱形，较为柔软，
长15~25cm，粗0.4~0.6cm，太长太粗质
量未必佳。其次，看颜色，铁皮石斛黑节
明显，叶鞘常具紫斑。然后，尝一尝，铁皮
石斛以黏液汁含量高，嚼起来黏口、黏牙
的最好，咀嚼后基本可以在口中融化。最
后，挑品种，铁皮石斛的主要功效成分是
粗多糖，这也是衡量其优劣的主要指标。
市民在购买前，可以询问下品种。

在选购铁皮枫斗时，可以看一看颜
色，铁皮枫斗一般呈黄色，然后入口品尝
它的黏牙程度、纤维含量、有无怪味。还
可以观察枫斗纹路，铁皮枫斗纹路比较
细，其他石斛制成的枫斗相对比较粗糙。

张仲景大药房铁皮石斛，道地药材，
采自浙江雁荡山国家地理标志产区。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建议：

逐步实行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国内流感疫苗龙
头华兰生物掌舵者安康的两会建议备受关注。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在接受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华兰生物一定不会缺
席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安康在两会建议中提到，要加强
人用疫苗科研、生产平台的建设，尤其是新发传染病防御
能力方面。同时，安康也建议扩大计划免疫范围，让更多
老年人和成年人参与疫苗接种，挖深国民“免疫”护城河。

与国内多个机构高校
联合攻关新冠肺炎疫苗研发

华兰生物旗下疫苗公司不仅推
出了全球首个甲型H1N1流感疫苗、
国内首个获得生产文号并上市的四
价流感疫苗，其流感疫苗也于2015年
通过WHO预认证，成为国内首家、全
球第五家通过WHO预认证的流感疫
苗生产企业。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华
兰生物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并积极安
排企业生产急需血液制品，支援抗
疫。华兰生物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联合开展“恢复期血浆治疗在重
型新冠肺炎中的应用研究”项目，此
外华兰生物还与新乡市中心血站对
两名自愿捐献血浆的新冠肺炎康复
者进行了血浆采集，探索恢复期血浆
用于危重症病人的临床治疗。

安康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在新冠肺炎灭活疫苗的研发上，
华兰生物与广东省疾控中心、河南省
疾控中心达成合作协议，目前已完成
毒种连续传代纯化，三级种子库建
立，正在开展疫苗的生产及动物试验
等相关研究。

安康称，攻关组从早期国内病例
及海外输入样本的百余份病毒样本
中，分离出多份高滴度毒种，从海外
样本分离的毒株中已经发现S蛋白存
在变异的位点，并对这些变异进行相
关评价，为疫苗研发提供可靠依据。

“华兰生物还与香港大学、厦门
大学联合开展减毒活疫苗的研发。”
安康说，减毒活疫苗比灭活疫苗要复
杂得多，需要较长时间实现，但是，华
兰生物拥有全国最大的流感疫苗生

产平台，一旦研发成功，将成为全国
最大的新冠肺炎疫苗生产基地。

据悉，为了给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生产做准备，华兰生物已建成了从细
胞培养、病毒接种收获到产品纯化完
整生产链的国际高标准、智能化的新
冠疫苗三级安全防护（BSL-3）生产
平台，该平台采用先进的灌流生产工
艺及设备，与国内其他生产企业相
比，相同时间内将提供更大的产能。

此外，华兰生物也建成了与之配
套的ABSL-3动物评价、BSL-3理化
分析实验室，将在通过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CANS）生物安全检
查验收后投入使用。

建议扩大计划免疫范围

安康建议：一、对于严重传染病
及治疗类疫苗,国家给予审评审批绿
色通道政策。鼓励国内疫苗研发及
生产企业开发创新型疫苗及多联多
价疫苗，在疫苗研发的各主要环节给
予企业倾斜性政策,提升我国疫苗研
发、上市速度,为扩大免疫规划提供
物质基础；

二、明确疾控及接种机构在疾病
预防、疫苗接种中对大众的普及宣传
责任，给予疾控及接种机构从技术指
导、专业培训及宣传科教方面人才培
养、经费扶持等激励机制，并制定相
应考核指标,提高成人疫苗的接种
率；

三、逐步扩大成人免疫规划。当
前可以先将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列
入免疫规划管理，逐步对老年人群实
行全部免费接种，并促进我国更多成
人疫苗的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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