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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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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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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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代占军
与你单位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

字第0038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
020)郑仲裁字第0038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尹俊霞
与你单位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
字第0034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
020)郑仲裁字第0034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瑞与

你单位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

第0035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
0)郑仲裁字第0035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新胜

与你单位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

字第0036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
020)郑仲裁字第0036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于玉丽

与你单位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

字第0037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
020)郑仲裁字第0037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招商

●许昌纸箱厂6千平寻合作

13213367666部分厂房出租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声明

●本人李永超身份证号1304231
99111094713由于本人保管不

慎,将2018年10月16日与郑州

润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百度饮品传递甜蜜特许经营

合同》遗失,合同期限2018年10
月16日-2020年7月31日,合同地
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和平路

五金胡同4号,现声明此协议作

废,郑州润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不再对该合同负任何责任。

●郑州保福利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购买张平超的小型越野客

车一台,车架号为WP1AB29
26CLA43208,车价为345000
元,开票日期:2020年7月15日
,发票代码041001900117,发
票号码01688205,现不慎将二

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遗

失,特此声明。

●李浩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S41072978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崔秋平身份证号码4103111972
01030526在德福苑小区购买的

经适房6号楼1单元602交款收

据总房款137064元声明作废。

●河南墨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汝阳县戏剧家协会公章丢失，

现声明作废。

●郑州天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由于公司业务人员外出办业务,
误将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发票专用章和合同章,共计

五枚一并丢失,特此登报声明。

●郑州市惠济区超飞建材商行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浩记津门包子

铺(92410105MA461QBF97)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长顺德工贸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编码4103050111
524）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O320583978，姓名赵茉

萱，出生日期为2014年8月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法人章一枚（编号410
3050067813）和已经销毁的公

章（编号4103050055594）的销

毁证明一份，上述法人章声

明作废，特此公告。

●洛阳帅金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
31001240201,开户行：河南

偃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庞村支行,账号667110
11300000234，声明作废。

●曾宪生、曾秋杨、曾怡春税收

完税证（票号689221）办证联

丢失，声明作废。

●王霞之子王刘源遗失郑州笫

七人民医院开具医学出生证

明编号O410051071声明作废。

●封丘县凤霞蔬菜店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河南朝野律师事务所马文瑜

遗失律师证，证书编号1411
3200810963645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绿城幼儿园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遗失,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2
41010069734008XK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安运达运输有限公

司车辆车牌号为豫QB5738道
路运输证号为411700002843
的营运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郑州春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号4101055
006419声明作废。

●彭保峰，遗失郑州东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7月17日
开具购房发票,代码4100164350,
号码05672170，金额727830
元，声明作废。

●瑞华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遗失

行驶证与登记证书，行驶证

编号:4120027509631登记

证书编号410024023328、
4100258166331，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巴适重庆小面

遗失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正副本,登记证编号 JYD
J241010801000339,声明作废。

●本人曹世忠遗失郑州正商城

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购房协

议一份,房屋位置:郑州市航海

路与碧云路交叉口泰园1号院

1号楼1单元706室;2013年3月
5日开具的房款收据,编号0244
225,金额516278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122518，姓名:占
逸凡，出生日期为2014年6月1
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编号为E410743469,姓名叶梓,
出生日期为2005年4月4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洪灾持续 信阳4个县再发暴雨预警
10个行政村群众紧急转移 信阳多方力量驰援固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孙明江 郭江炜 文图

7月17日至19日，信阳市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
此轮强降雨给信阳市带来范围大、破坏力强的洪涝灾
害。尤其是固始县，接连出现河堤险情、群众被困的
情况，各方面的救援力量正在当地展开强有力的救援
和保障工作。就在洪灾余威未消的7月21日，信阳再
次迎来一轮降雨过程，信阳市4个县发布暴雨、雷电
预警，各地的抢险救灾形势仍然严峻。

“通知付寨、潘庄、潘台、丰
港、台地、军岗、童营、大桥、倒

庙、竹楼各个村的群众抓紧时
间转移到永福社区。河埂开了！
史灌河河埂开了！河埂开了！”
7月21日中午，固始县丰港乡
工作群里一条紧急通知让大家

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收到通知的各村群众迅速

行动起来。当天14时，记者在
村口见到，不少当地群众收拾
了家当紧急转移。牵牛、牵羊、
运送粮食的村民们很快堵满了
桥沟大桥。在通往县城的道路
上，不时有人群、车辆经过。在
工作人员的指示下，不少群众
在亲戚的帮助下，将贵重物品
转移至安全地带。

史灌河丰港乡段河堤出现
险情后，各方抢险力量集结到
事发地展开堵漏作业。截至记
者发稿时，巨大的管涌已被堵
住，河堤决口的风险已经排除。

信阳多方力量驰援固始

自18日以来，固始县河道
堤防防守压力大，中部战区陆
军某集团军杨根思部队紧急赶
赴固始，加固境内堤坝。

固始县洪灾波及段集、武
庙、汪棚、张广、黎集、赵岗、蒋
集、泉河、郭陆滩、南大桥、张老
埠等多个乡镇，大量群众被洪
水围困。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高新大队特勤中队全体指战员
向支队请战要求前往抗洪一线
战斗。大队根据支队指挥中心
的调派，迅速到达现场。针对不

同灾情，科学制定营救措施，利
用冲锋舟进入受灾区域，挨家
挨户逐个搜索。

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7
月18日0时至7月21日中午
12时，信阳消防在中心城区和
固始、商城、光山、潢川、罗山、
淮滨、息县7县共执行救援任
务145次，营救被困人员2213
人。在固始县城和14个乡镇，
共执行救援任务126次，营救
疏散被困人员1997人。

受暴雨引发的洪水影响，
固始县全县配电变压器停运
1337台，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
响。为了尽快恢复供电，确保抗
洪抢险用电，固始供电部门出
动抢修人员 1875人次，车辆
620台次，不间断进行抢修。目
前，受到影响的各台区，供电正
在逐步恢复。

地处淮河流域的潢川县连
降大暴雨,受境内贺堰水库泄
洪影响，黄湖农场三队贺堰排
涝渠出现决堤险情，到20日
14时许，决口长度约20米。

“黄湖农场原为团中央五
七干校,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若决堤口不断扩大，洪水
将造成农场文物遭受巨大损
失。”农场负责人唐炜说。

“堵住缺口刻不容缓。”在
地方党政领导的统一指挥下，
现场立即成立指挥部，调来挖
掘机、农用车运送沙石。21日
上午8时许，由潢川县人武部
长越国光、政委任伟带领80名
民兵，赶赴事发地执行封堵决
口任务。党员突击队率先垂范，
冲锋在前，带头扛沙包、抱石
块，对溃口处进行加固封堵。截
至21日夜晚8时，决口终于被
堵上。

4个县发布暴雨、雷电预警

7月21日一早，放晴仅仅
两天的信阳市，再次迎来降雨
过程。在信阳市中心城区，降雨
一直没有间断。截至17时，罗
山县、潢川县、光山县先后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淮滨县发布雷
电黄色预警。上述几个县区，未
来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
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
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
大，可能或已经造成较大影响。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信阳
市的降雨仍将持续，或将有大
雨级别的降水发生。

河堤危在旦夕
10个行政村群众紧急转移

与洪魔抢时间
民兵挽救文物保护单位

固始梅山灌区一处灌渠决堤，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