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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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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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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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信息分别在A02版、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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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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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郭俊才,西郡—泰和璟苑购房

收据丢失,收据号 0017947,金
额 220446元,声明作废。

●孟书芳郑房他证字第 09030
48582号他项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

●河南省保安堂大药房有限公

司国基路店药品经营许可证

不慎丢失,证号:豫DA371017
16，声明作废。

●河南富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公章编号：4101
830010219，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格之尚壁纸商

行(92410303MA44PDJF3F)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035654,姓名宋

天宇，出生日期为 2014年 2月
2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编号为 I410456309姓名为

任怡豪，出生日期为 2008年
04月 14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洛宁县环能节源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41
03280017488公章，编号 41
03280017487遗失声明作废。

●李路 410724198410211057
于河南恒龙置业有限公司开

出的郑州恒大悦龙花园车位

协议和收据不慎丢失，票据

编号Y2015123金额 240000
元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纠

纷本人承担。

●项城市贾岭民鑫铁合金厂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81200000491声明作废。

●本人焦俊梅遗失兰考锦荣置

业有限公司1万元的收据一张，

收据编号:2107710特此声明

●本人董珂利，学号 20155093
245，于 2020年 6月不慎将

三方协议丢失，协议书编号 83
62056，特此声明作废。

●朱昱全不慎遗失由郑州丰益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

票，开票时间：2019年 3月 18
日，发票代码：041001800105
发票号码：15380660，金额 36
9766元的购房发票声明作废。

●声明：兹洛阳壹家网吧泉舜店

因店铺到期，将于2020年7月15
日从泉舜购物中心撤铺，会员

卡内余额可以用于其他新店。

联系电话：19937279989
●本人张伟阳身份证（410181
199606181311）不慎将河南

中庚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汇

泉城 6号院 5号楼 2703收据丢

失收据号：0022739金额伍

万伍仟元整，特此声明。

●郑州师范学院董浩林1732111
32027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樊玉杰 (412727197209162026),
2019年12月19日至12月31日
在郑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收费票

据遗失.发票号0651732,本发票

未做其他保险报销,声明作废

●朱志华,士兵证丢失,士字第

201400595674，声明作废。

●编号T410919399,姓名汪洛

涵,出生日期 2019年 8月 5日
《出生证明》丢失作废。

●郭金铖,2019年11月17至11
月 27日在河南省郑州市新郑
市中医院住院收费票据遗失,
票号 0288388,声明作废。

●李卫亮不慎遗失河南兴忠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
发票号码 00639212，金额 59
4157元，声明作废。
●王利和在博爱县人民医院住

院发票原件遗失,票号 01776
65，特登报声明作废。
●河南恒琳市政道路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原公章,声明作废。
●毛忠岭(身份证号 41010819
7205196014)于 2020年 6月
27日在郑州遗失身份证,有
效期:2006.01.24-2026.01.
24。身份证遗失期间由此

证件所产生的任何法律责
任、经济纠纷概与本人无关。
●王景慧信阳师范学院三方协
议遗失,编号8417076声明作废

●赵培培遗失郑州航院三方协

议,编号 140911236,声明作废。
●本人刘可可身份证号4114811
98809033311本人声明：本人
在 2020年 6月 28日期之前与《
百度饮品传递甜蜜》签订的特

许协议书、合同书，合同地址：
新疆省喀什市叶城县幸福路A18
号商铺，该相关合同一律作废，

本人自愿放弃合同或协议约
定的所有权利。郑州润圣商贸

有限公司、郑州润翔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的内
容负任何责任。
●赵光美,女2013年7月2日西平

县出山卫生院出生,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M410439613,母亲:李
卫英,父亲:赵二军)丢失声明作废

●陈亚东郑房权证字第120100
2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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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鲁庄仁仁保洁服务部

公章丢失编号 4101810028
655声明作废。

●李慧萍遗失河南亚星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购房收据一张，

金额：334048元，票号：03
232379，声明作废。

●郑州融泽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22MA
45JXHY9L（1–1）营业执照

正本和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杨雪贺 4128241996032935
13遗失中岳俪景佳苑一期 6号
楼 2单元 3层 302房购房发票，

发票代码 041001800105发
票号码:00638962，金额:3
66758元，声明遗失。

●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公司)
于 2020年 6月 23日下午 15点
左右遗失下属项目部公章(章
全称: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

公司)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

1段第二标段项目部)和财务专

用章(章全称:葛洲坝新疆工程

局(有限公司)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郑州 1段第二标段项目部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编号R410212480,姓名王晴嫣,
出生日期 2017年 11月 22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马梦思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证

书遗失，证书编号 1439112
015060001声明作废。

●郑州正商和谐大厦1207刘志

杰，设施设备保证金收据编号

50-0208224金额 5000，收据

丢失，声明作废。

●杨易遗失河南碧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编
号:2102095,金额 972937元,)
桂圆定向开发款收据(编号:6
718468,金额:877712元)维修

基金收据(编号:1302413,金额:
6119元)声明作废。
●河南凌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
0MA48301207)遗失公章、

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法人章(祁素敏)、
营业执照正副本、第二类医
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

号: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
00809号)，声明作废。

仲景问诊
ZHONG JING WEN ZHEN

小儿厌食？
应审证求因，不可盲目消积化食

李姐的儿子今年6岁，三年前因高

热住院，治疗8天痊愈出院，后一直食欲

不振，渐见消瘦，常诉胃脘胀满不舒，大

便偏稀，稍进生冷食物即腹痛，多处求

治，后来找到周末在河医立交桥北侧张

仲景国医馆中医门诊部坐诊的郑攀副

主任中医师问诊。

郑主任对患儿的情况进行了详细

了解，刻诊见：面色萎黄，形体偏瘦，

口唇红，纳差，口有异味，时干呕，大

便稀溏，上腹胀满，时肠鸣。舌体胖

大，质淡红，苔白兼黄，脉弦滑。经一

番望闻问切后，综合诊断为厌食症，证

属脾虚胃热，寒热错杂，应以升清降

浊、调和脾胃为治疗原则，遂开具处

方：半夏泻心汤加减，7剂，水煎服，日

一剂，早晚分服。

一周后复诊，腹胀减，呕吐恶心感

消除，肠鸣减，进食增，舌苔变薄白，脉

现缓象，守上方再进7剂，水煎服，日一

剂。三诊：诸症基本消失，改钱乙七味

白术散加减，调理月余停药观察，半年

后随访健康如常。

郑主任指出：厌食，中医称“恶食”

“不思食”“不嗜食”，属儿科常见病，病

因复杂，临证不可一味消食和胃，当审

证求因，辨明虚实寒热，从整体出发，辨

证治疗方可收功。患儿痞胀厌食3年久

治不愈，前服药多为消积化食之剂如保

和丸、健胃消食片、鸡内金散、肥儿丸之

类而无效，本案治疗并未因久病多虚而

尽补，而是明辨寒热虚实，投半夏泻心

汤14剂诸证平，最后以七味白术散益气

健脾和胃化湿而收全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年底前郑州市区将实现垃圾分类闭环
生活垃圾投放“定时定点”将按照“先定点，再定时”的顺序推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丁丰林

本报讯 除了在去年底投入运行
的郑州市中原区分拣中心和经开区
分拣中心外，进入7月，郑州市又有5
个区域的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将投入
运行。届时，郑州市内9个区级分拣
中心中，将有7个实现生活垃圾从分
类收运到分拣处理的全闭环。建设
进度最慢的惠济区和金水区，分拣中
心最晚到今年年底也会投运，届时，
郑州市区范围内将全部实现垃圾分
类的闭环处理。

在7月份新运行的5个区级分拣
中心中不乏亮点，比如沼气发电和垃
圾“堆肥”，引人注意。此外，备受市
民关注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也将从试点小区推广到全市范围。

6月28日记者从郑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郑州市分类办”)了解到，在7
月初，郑州市管城区、二七区、高新区
和航空港区的4个分拣中心都要投
入试运行，到7月底，郑东新区分拣
中心也要投入运行。届时，除了惠济
区和金水区外，郑州市内的9个区级
分拣中心中，将有7个投入运行。

为什么惠济区和金水区的建设

进度比较缓慢呢？郑州市分类办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两个区受到包括
疫情在内的多重原因的影响，按照目
前的时间推算，金水区分拣中心应该
在8月底9月初就能完成，惠济区大
约要到今年年底了。

郑州市的生活垃圾投放“定时定
点”将按照“先定点，再定时”的顺序
推广，即先在小区固定位置建设垃圾
房，把小区过多的垃圾桶撤掉，让居
民形成定点投放的习惯。之后，再推
行定时投放。根据市民的作息习惯，
定时投放时间会是在早上 7点~9
点，晚上5点~8点，其间，除了“定时
定点”，还会“定人”，即垃圾分类督导
员会在收集房进行现场监督，包括城
管执法队员也会现场执法。

对于可回收物收集房，郑州市将
执行“定点不定时”的要求，市民全天
24小时都可以投放，并可以通过投
放可回收物兑换现金等奖励。

目前，郑州市在全市各区都选择
有居民小区进行“定时定点投放”试
点，其中管城区依托全区前期进行的
旧城改造行动，试点小区已经达到
100多个，为全市最多。

去年底实现
今年7月初实现
今年7月底实现
今年8月底9月初实现
今年年底实现

郑州市
生活垃圾
分拣中心
投入运行
时间表

再访郑州垃圾分类

中原区、经开区
管城区、二七区、高新区和航空港区
郑东新区
金水区
惠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