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 杜思龙 美编 唐鼎

时讯AⅠ·05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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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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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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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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出租仓库厂院

●西南四环1200平方仓库及办

公用房出租，有土地证、免水

费、物业。13938507112李
●出租厂房1500㎡航车10吨水

电办公住宿齐全，交通方便。

联系电话13838081900
●厂房出租2500平方办公住宿

水电齐全。电话18237157670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公 告

● 变更公示

郑州市金水区上城鑫秀幼儿
园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办
者由郭亚静、叶奇妍、申迎
华变更为郭亚静、郝志强、

申迎华，变更前无债务债权

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由
法定代表人承担，联系人郭
亚静,联系电话15981974030
● 变更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经纬中学现声

明举办者及法定代表人变更,
举办者由王振永变更为河南

颐城尚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王运岭变更为

张潇远，变更前有债务债权

问题，变更前的债务债权由

原法定代表人王运岭承担，

变更后的债务债权问题由新

法定代表人张潇远承担，如

无异议，30日内到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联系人：张潇远，电话：

13938500345，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

● 寻亲公告

何沐,男,2017年 2
月22日生,现住河

南省光山县寨河镇

东林村上寨组。20
17年3月1日,何明

龙在312国道大广高速入口东

桥下捡拾该男孩,请遗失家属自

公告发布60日内,持有效证明认

亲。逾期无人相认,何明龙将为何
沐办理户籍登记。联系人:何明龙，
联系电话：13718952273。

声 明

●编号 J440154022,姓名左晨

曦,出生日期2012年5月26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牛青峰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41018119
6606174070）遗失，声明作废。

●赵爱娟身份证号4127241986
12074048，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K320233533，姓名杨俊

哲，出生日期2010年5月13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师范学院陈亚珂 1731161
71023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诚信钢结构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账号：1702021509
200220811，核准号 J4910011
866102，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陇海路

支行）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李俊芳遗失河南省亚星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1001
64350发票号码03232083金
额350114元，声明作废

●郑州建材百姓广场海诺尔厨

房电器商行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0MA43TJF29N声明作废
●郑州满一贝商贸有限公司(9
14101053370924061)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章
所有证件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本报讯 河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日前已正式下发《关
于印发2020年河南省数字经
济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下简
称《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启
动全省5G规模化商用，年内新
建基站16960个以上，实现县
城以上城区5G全覆盖。

据了解，针对河南数字经
济的发展，《通知》提出在
2020年，河南数字经济规模
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30%以上，固定宽带家庭普
及率、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均
要达到90%以上，5G网络实
现县城以上城区全覆盖。

面对上述目标，《通知》提
出包括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鲲
鹏产业生态体系、数字产业化
发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农
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应用新业
态发展、数字园区提升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九大类，
共计31项的重点建设任务。

其中，在鲲鹏产业生态体
系建设方面，《通知》提出要围
绕培育壮大“Huanghe”本土
品牌，依托鲲鹏产业基金，大力
引进培育领军企业，辐射带动
一批“专精特优”中小企业，培
育1家领航企业、发展3家骨干
企业、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加快

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建设，
初步建成鲲鹏产品适配认证平
台和标准化认证体系，培养
2000名鲲鹏技术应用型人才，
校企共建10所鲲鹏产业学院，
完成100家软件开发商业务产
品适配测试。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通知》提出要加快5G网
络规模化商用，持续完善城
市、公路沿线及重点区域5G
网络，建设面向5G的移动交
互广播电视网，新建基站
16960个以上，实现县城以上
城区5G全覆盖并支持郑州建
设全国5G“先行城市”。

河南2020年数字经济工作方案出炉

年内，全省县城以上城区5G全覆盖

本报讯 6月 14日，中国
民航河南监管局向BAA（中
国）航空培训中心颁发合格
证，此举标志着BAA（中国）
航空培训中心在河南郑州航
空港区正式启动。项目建成
后将是我国中部地区首家、国
内一流、世界领先的模拟机飞
行训练中心。

据了解，河南民航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与世界航空培训领
域首屈一指的立陶宛阿维亚解
决方案集团及其子公司波罗的海
飞行培训学院（BAA），联合成立
模拟机飞行训练机构——BAA
（中国）航空培训中心。该中心将
建成飞行员培训、乘务培训、航空
体验、综合康养等为一体的专业

飞行训练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
17亿元人民币，总用地面积
71.57亩。建成后将是我国中部
地区首家、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
模拟机飞行训练中心。该项目有
助于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构建与郑州核心枢纽机场配套、
辐射全国乃至亚太地区的航空
培训产业集群。

BAA（中国）航空培训中心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新昌
大商超下架三文鱼
海鲜商户做核酸检测

13日，大河报记者来到
丹尼斯人民路店，店长马俊
美告诉记者：“今天早上我们
接到总部指令，丹尼斯全省
超市的三文鱼全部下架，现
场鱼类也都进行了检验，以
确保食品安全。”

在中牟县万邦海鲜市
场，好多商户表示不敢进三
文鱼卖了，“肯定进货也没人
买”。该市场总经理助理符
冲告诉记者，市场管理人员
连夜对100多家海鲜商户进
行排查。

记者获悉，包括惠济区
的中部两岸海鲜市场等在内
的郑州多家农贸批发市场均
在进行水产品抽检和商户核
酸检测。

进口水产品没有检验检
疫证明“一律禁卖”

省市场监管局《通知》要
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

销售水产品的食用农产品集
中交易市场监督检查力度，
查验并留存水产品产地证
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
文件，特别是进口水产品及
其制品要查验并留存出入
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
验检疫证明文件，并核对入
市水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标
识内容与实际数量、来源等
情况。无产地证明或者购
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及
进口水产品（含其制品）无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
验检疫证明文件的，一律不
得入场销售。

坚决禁止采购、贮存、销
售无溯源凭证、来源不明、过
期变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水产品及其制品。

在餐厅酒店销售方面，
《通知》要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重点对餐饮服务单位
和水产品制品生产单位采购
水产品的进货查验情况进行
检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坚决
禁止购买和使用来源不明的
水产品以及其他食品原料。

河南紧急“抽检水产品”

郑州多家市场下架三文鱼
海鲜商户做核酸检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6月13日，河南省市场监管局紧急发布《关于加强市
场销售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面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
的通知》，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即日起加强对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易市场的监督检查，进口水产品及其制品无出入
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文件的，一律不得入
场销售。各地组织力量开展水产品及其制品的监督抽
检。6月14日起，郑州市场监管局根据通知要求，加强对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的监督检查。

6月11日上午，郑州地铁
联合街道办、社区、交警大队、
城管局在郑州地铁 5号线月
季公园站及城东南路站开展

“六方联动共治理，文明素养
再提升”活动，宣传文明乘车
理念，切实形成出入口联动治
理机制，全面深化文明出行影
响力。

此次活动从“宣誓——行

动——宣传”三阶段逐次展
开。首先，针对出入口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现象这一地铁日常
管理“热难点”，结合车站出入
口特点，探讨商议治理举措，针
对性建立联动治理长效机制，
并现场签订“文明素养六方联
动倡议书”；随后，郑州地铁及
各共建单位人员前往车站出入
口外，耐心引导乘客将非机动

车整齐停放至指定区域，对乱
停乱放的非机动车进行重新摆
放、集中整治，并贴心地留下

“文明停车提示卡”，提醒车主
按规停车、文明出行；最后，于
地铁站内进行“文明排队候车”
宣传，现场设置有奖问答环节
和“文明出行公约”签名板，深
化文明出行宣传力度，强化了
乘客文明乘车意识。

六方合力共治 联动谱写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