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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任新正房产18937435829

公告

●老兵旗帜装饰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1000MA4589X15U)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壹亿元整减少至人

民币5000万元,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要求。特此公告。

● 新密市民政局公告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

经核准，该民办非企业单位

符合变更要求，准予变更登

记，特此公告。

单位名称：新密市创新职业

培训学校，变更事项：法人

变更，变更前法人：张中甫，

变更后法人：曹学朝。

●注销公告:淅川县金龙源种植

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1326
NA000198X)经成员大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本合作社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位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

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糸人:金女士13569220275
●网约车信息公告:樊战军,魏
俊杰,张涛因网约车人车关

系发生变更,现需解除人车

绑定关系,如有异议请于3日
内及时联系河南城城通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超过3日将自

动解除绑定;联系人:翟张剑

耀,联系电话:13838385581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声明

●新乡市卫滨区实惠早晚餐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107030008066)遗失作废

●编号为P410237499，姓名为冯

若曦，出生证日期为2010年2月
2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因本人不慎,将郑州天荣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4
日,开具的姓名:孙浩,票号:0024
960,房号:A75-16X南的合同

保证金10000元收据丢失,现
声明此收据作废,以后由此引

起的一切纠纷均有本人负责。

●张文红遗失河南绿地牟山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绿地香颂

A17-1-501首付款收据1张，

收据号0072054，金额20万元，

声明作废。

●丁鹏需，豫AU2523道路运输

证丢失。

●本人李扬不慎遗失:郑州豪森

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票据

号为1711066,金额2500元的

移动pos机押金收据,现声明收

据原件作废,不作为退押金依据。

●张江伟（身份证号：41018419
8709082599）信阳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毕业证书（证号：10
4771201005131006）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河南正商置业有限

公司向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开具的2018-2020年度

战略履约保证金收据。金额

100000元整。声明作废。

●杨志轩，男，出生时间为20
16年8月28日7时50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Q41
0185446）丢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金象广告制作部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正商和谐大厦A-311孙
艾青，设施设备维护保证金

收据编号0267129金额102
63元，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高晓红不慎遗失洛阳市

文兴置业有限公司三期27-2
-1201室购房收据，编号及金

额分别为（0489945：五千元整，

0489946：一万五千元整，039
0967：二十五万元整，0176316：
三万元整，0176317：五十八万

元整）共计八十八万元整，如

日后找到收据本人同意作废，

特此声明。

● 遗失声明

郑州中贯力坚置业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1)、嵩阳

中心新型社区项目部专用章、

法人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鄢陵县平安托老院不慎将法

人私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鄢陵县平安托老院不慎将财

务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鄢陵县平安托老院，不慎将

公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李建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郑410181015190）丢失

声明作废。

●张佳麒（2014年2月20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O410021271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陈记米皮店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
0304634092000声明作废。

●田来苍/刘展羽遗失荥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股权

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编

号：（郑）股质登记设字【2
016】第989号，特此声明。

●张作良身份证4127271972
08128096遗失周口华裕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周口恒大

名都1栋2单元2606室房款

收据一份，收据编号90563
94金额105217元，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冯堂办事处大辛庄村村民委

员会，开户许可证丢失，证

号：J4910042755201，法
人：王金盈，开户行：河南

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冯堂支行，账号：0011
4011500000007，特此声明。

●洛阳相成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3030134101）
丢失，声明作废。

●今遗失项城市福德置业有限

公司2020年元月23日票据一

张,票据号0401464,交款人闫

洁,金额273000元,房号C座-2-
2002,遗失日期2020年5月12
日,现声明作废,由此带来的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苗宗召位于禹州市城关镇颖

川西路电厂1号院南楼5层的

河南省禹州市房产所有权证

（证号禹房契证第137号）丢
失,声明作废。

●魏丽丽遗失南阳理工学院毕

业证书，证号1165312003
06001480，声明作废。

●编号为 J411953761姓名李嘉

琳出生日期为2010年1月6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王德帝遗失新乡医学院药学

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04721200705001637声明作废。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

研究所服务部(注册号:8699
5236)，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河南省兴农科技信息开发公

司(注册号:16996313),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樊儒臣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1998411414101074
80211055，声明作废。

●潘文丽遗失护士资格证书，

管理号14114125；护士执

业证书，证书编号,201541
007190，声明作废。

◆免费对象
夫妇一方有河南户口或女
方在河南省居住6个月以上

顺利怀孕，生下一个健
康宝宝，是每一个家庭的愿
望，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每
100 个新生儿中就有 4~6
个先天畸形，2019年河南
省出生人口120万人，以此
计算，这一年，约有4.8万~
7.2万名有缺陷的孩子。

为了降低这个出生缺
陷率，最近几年，河南省政
府就把免费产前筛查项目
纳入到了民生实事之中。

哪类人可以享受呢？
据了解，夫妇只要一方

具有河南省户籍（身份证）
即可，如果夫妇双方非河南
省户籍，但女方需要在河南
省居住6个月以上。

驻豫军人及户籍不在
本地的驻豫军人配偶，可凭
所在部队出具的相关证明
享受免费政策。

◆产前筛查
孕妈可免费唐筛和NT检查

唐筛也就是血清学检

测，这是一个筛查胎儿是
否是唐氏儿的一个筛查手
段，NT是一个B超检查，
也是筛查胎儿是否异常的
一个手段。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学
遗传研究所所长廖世秀
说，只要是河南女子或者
河南媳妇，或者是在河南
居住半年以上的孕妇，均
可享受免费的血清学检测
和NT检查。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享受免费血清学检测的条
件，除了上面的户籍要求
外，还有一个条件是：必须
单胎，同时年龄不能超过
35周岁。

◆产前诊断
这几类孕妇可免费享受

“产前筛查是对胎儿
进行的一个风险评估，而
产前诊断则是一种诊断手
段。”廖世秀说，比如参加
血清学检测后，有的孕妇
拿到的报告是21三体低
风险，有的是21三体高风
险，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而产前筛查则告诉孕妇：

肚子中的胎儿是或者不
是。

据了解，今年，在我
省，这6大类人可以享受
免费的产前诊断。

第一类是分娩年龄
超过35周岁；第二类是参
加政府免费的血清学筛
查结果为21三体高风险
者；第三类是曾经生育或
者引产过21三体、18三
体或者13三体等非整倍
体胎儿的孕妇；第四类是
夫妻一方是平衡易位、罗
氏易位，染色体倒位；第
五类是孕妇为进行性肌
营养不良，血友病A、血
友病B基因携带者；第六
类为夫妇双方均为脊髓
性肌萎缩症、苯丙酮尿
症、甲基丙二酸血症基因
携带者。

产前诊断手段包括
绒毛活检术（孕9至13+
6 周）、羊膜腔穿刺术（孕
18至24周）、脐静脉穿刺
术（孕20至24周）。

廖世秀说，至于选择
哪种手段，医生会根据孕
妇本身的孕周及身体情
况给出建议。

@准妈妈们，这些产前项目免费啦！

36岁的陈女士去医院做围保，当得知她已经是高龄孕妇
时，医生告诉她，她不仅可以免费做NT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免
费的羊水穿刺检查。

“同事做过一次羊水穿刺，两三千呢，我因为高龄就可以享
受免费了？”欣喜之余，陈女士有点半信半疑。

事实上，和陈女士一样有疑惑的孕妈咪并不在少数。
9月12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这一天，省人民医院专门进

行了义诊并现场对不少孕妇进行免费产前诊断（如图）。
采访中，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孕妈妈并不知道河南省有这些

免费项目。
9月15日，记者经过多方采访后再次确认，今年，对于准妈

妈来说，这些产前筛查和诊断项目是免费的，所以一定要看清
楚，不要花冤枉钱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文图

有的孕妈可免费唐筛和NT检查 有的孕妈还可免费享受产前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