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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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房地产

●39万急售二七广场附近44平
公寓15515586886白先生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消防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商

●许昌纸箱厂6千平寻合作

13213367666部分厂房出租

公告

●河南通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303MA46JF506F)股东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河南昌明消防电子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注册号17001819)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平舆县新源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23
MA3X93MW1G）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汝州市焦村镇邢村卫生室遗

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登记号PDY681732,有效期限

自2019年06月10日至2024年
06月10日，声明作废。

●贾飞(身份证号41010819901
021009X，遗失河南民泰置业

有限公司2016年6月26日开具

的北郡遇见湖D581号车位收据，

金额:肆万元整，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美心门商行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3MA40R
YL839,声明作废。

●河南康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4101000130183),财务

专用章(4101055393963),合
同专用章(4101055393964)
和发票专用章(91410100MA4
4PD624E)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祥中电气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91410100MA9F9M3
21W遗失，声明作废。

●姓名王贵炎，身份证号：4113
22199111135323，将河南谦晟

祥和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600
2279、6002910、6002972)号收

据遗失，共计金额101767元，

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省包机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030572114747)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张树鹏遗失郑州市电子信息

工程学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

业毕业证，证书号：豫教普专

证字0741010070477，声明作废。

●河南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郭燕,郑房权证字第09011031
87-1号,共有人马瑜,郑房权证

字第09011031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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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锦屏镇铁艺不锈钢加工

店法人章(陈冰冰)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万得凯植物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102002002667，声明作废。

●赵鑫源（男，出生时间为2014
年1月29日6时13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O4102
84329）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亿鑫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资质证书，证书编号B3
084041048201，声明作废。

●上海石油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注册号：410105
000482166）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李芮莹,女，出生时间为2007
年12月15日1时50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H41
0405594）丢失，声明作废。

●尚子夏(男，出生时间为2015
年6月22日7时40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出生编号为P410581
821）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警虹科技有限公司（原

郑州品欧科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9
4887231X）公章（编号410105
0090372）、财务章（编号4101
050090373）遗失，声明作废。

●滑县博睿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和法人章,特此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姓名赵斌,身份证号41012119
770915701X,预购商品房抵押

登记证明丢失，证明号140706
6055，声明遗失。

●郑州郑东新区曹温眸服装店

营业执照正本92410100MA483
EBW8M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王翠翠服装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40
UY9B8W,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孙振振服装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4
970R7T,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星依杰服饰商

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
46CY091D,声明作废。

●河南紫泉律师事务所李富强

律师执业证遗失,证号:1410
1199510724876,流水号:111
94411，声明作废。

●南阳数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中原银行镇平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13700
0873601,声明作废。

●郑州众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2020年6月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2MA46MR
TY6C;遗失公章、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遗失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豫
网文[2020]2487-154号;遗失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
号:豫B2-20190889;遗失中

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域名:
rlob45.cn；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攀登日用品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41010160
0104758遗失，声明作废。

●张丽霞遗失清华园房产车位

预售收据8014104声明作废。

●张琪涵（2016年8月12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P411696742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庞智文（2013年5月13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M412101858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庞涵月（2017年10月19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2170476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河南虎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代码91411000MA3XERL65P)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轻工行业管理办公室

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03059301,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三八支行,账号:1702029
409026400429)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杨巧梅于2019年3月22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8
8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806425的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

据联不慎丢失,因此造成的一切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
要方式。五年规划编制涉及
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
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
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
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
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

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
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
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
划编制好。

我国将于 2021 年开始
实施“十四五”规划，目前党
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
议。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精
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作安
排，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
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
学者等对“十四五”规划的意
见建议。

本报讯 8月 6日，记者
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近
日该总队联合河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
居民住宅小区消防车通道管
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将在全省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解决占用、堵塞消
防车通道问题。

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
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
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应
时刻保持畅通。《通知》明确，
各地住建城乡建设（房地产）
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将于8
月中旬联合召开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居民住宅小区消防车
通道规范、治理工作。督促管
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在居
民小区车辆出入口、消防车通
道转角处悬挂禁停标识，统一
施划停车位、消防车通道出入
口禁停标线及路面警示标识，

并定期对标线标识维护。
针对居民住宅小区内违

法违规停放、占用或堵塞消
防通道行为，管理单位、物业
服务企业通过张贴警示单或
运用短信、微信平台等信息
化手段，督促违停车辆及时
挪移。对不听劝阻、反复占
用消防通道的行为，消防救
援机构适时开展现场执法。
对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
车通行的，抄报公安机关依
照有关规定给予罚款或者行
政拘留处罚。

对于无管理单位、物业管
理的居民住宅小区，各级住建
城乡建设（房地产）部门和消
防救援机构按照有关要求，结
合辖区老旧小区的相关情况，
提请当地政府出台居民住宅
小区消防车通道管理意见或
措施，有效治理占用堵塞消防
车通道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广大市民如发现此类违法行
为，可拨打96119举报热线
进行举报。

此外《消防法》第六十条
规定：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对
单位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
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提醒
居民家中内部尽量不要

采用大量可燃、易燃材料装
修；安装防盗门窗时，要预留
可从内部开启的逃生窗。掌
握一定的逃生自救技能，配备
并学会使用灭火器、消防过滤
式自救呼吸器等常用消防器
材，安全用火、用电、用气。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总
理莫里森5日在阿斯彭安全
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与志同
道合的国家建立“印太联盟”
将是澳政府关键优先事项。
澳欢迎中国崛起，期待中国
为地区和全球稳定发挥作
用。他还表示目前看尚无必
要对抖音国际版采取限制措
施。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终认
为，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
图共赢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心愿。“我们注意到澳方表示
欢迎中国发展，希望澳方将口
头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多做
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精神、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汪文斌说。（据北京日报）

澳总理称欢迎中国崛起

外交部：希望将口头表态
转化为实际行动

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最高罚单位五万元
对个人处警告或五百元以下罚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