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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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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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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旺铺招租：4层1600平，
电话：13721408140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我辖区居
民孔祥明,现年32岁,
家住新乡县古固寨
镇三王庄村,2015年
6月25日回家途中
发现一名男婴,抚养至今,取
名孔令溪,孩子父母信息不
详,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
知情者联系:18003730176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奥博管业制造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81MA44K9CC6F）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决定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
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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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爱便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州高新区
可可爱副食便利店与你方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2020)郑
仲案字第0101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0)郑仲裁字第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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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恒喜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92700010914
4)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相关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此公告发布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铭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郭豪

与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仲

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275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字第02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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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瑞安商贸有限公司拟

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到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新乡市瑞祥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

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声明

●张留凤0203631税收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吴无敌于2020年3月1
7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1205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33588051的《河南省政府行

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罚没收

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丢

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本人刘雪芬于2012年8月24
日向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缴

纳培训费壹万元整,收据号为

NΟ 0003400，收据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开封市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丢失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10202
MC27695463，声明作废。

●郑州马拉多物流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编码为：41010401
09577，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艾仙熟食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66
00179442）遗失，声明作废。

●张进涛遗失河南朗泰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维修基金收据,收
据号8130317,金额5698元，

产权登记费收据,收据号813
0318,金额80元,定金收据,收
据号8126378,金额10000元，

首期收据,收据号8130316,金
额183680元，声明作废。

●张进涛遗失河南朗泰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首期收据，收据

号8130315，金额6320元，

声明作废。

●张蕾，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号

033890，声明作废。

●林州市弘大装潢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
郭庆增)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康复中街谢久

波四川鲜面条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10103MA40WXB331,声明作废。

●郑西理想城2号楼1单元2201
室赵炎彪购买合同,编号:XY16
002873454及发票号0781081
9,07833449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1-1-2104业主李志强遗失,大
溪地15号院开出的装修押金

收据1张,号码SK191013000
25金额:5000元整,声明作废。

●编号：Q410871779，姓名：

董婉晴，出生日期：2017年
2月2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宸铭汽车租赁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2M
A40RA404A声明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鲁A6699X豫A(N2G35
/9082Z/7832E/111H3/67F
21/QF232/J095P/GH593/Q
L522/BU975/)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拉

雯德泡芙甜品店(向天绍)不
慎将商丘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0683.31
元的租赁履约保证金收据(票
号为000030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薛宏印鉴私章丢失，

现声明作废。

●郝静(身份证号410103197906
201021)不慎将河南石佛艺术

公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4
月17日开具的房号1-3-21-29
28房款收据(收据号9161380,
金额:171591)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嘉奥实业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10
001075108,开户银行:广发银

行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行，

特此声明作废。

●李政洋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开

具的住院收费票据(票号201
101664886金额 9551.43元)
住院日期2020年7月20日至

27日，声明作废。

●邵冠喆（2005年5月2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F410287592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本人刘静(身份证号4101811
990****4026)遗失巩义朗曼

新城27号楼2904住宅的购房

合同(合同编号GY16002912
804)购房发票(代码4100162
320,号码22433528,首付金额

159999元)和购房贷款发票(代
码4100172320,号码068686
88金额360000元)声明作废

●赵国良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证，证号：41072819
621110751X，声明作废。

●郑州彩阁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靳卓丢失晖达新世界 10号
楼西单元 1-2层中东户房款

收据（收据编号：25296870，
收据金额：259473元；收据编

号0502949，收据金额280000；
收据编号 2102881，收据金

额30000元）。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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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微整形

“微整形”需要大整顿

豫视频

大河财立方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21岁的徐州睢宁女孩小娇（化名）为了让
自己更美一些，便下定决心去整形机构花十余
万做隆胸手术、隆鼻手术及M唇手术。没想到，
因为手术发生意外，小娇死在手术台上。这是
10月3日发生在常州瑶瑶慕妍医疗美容门诊
部有限公司的一桩悲剧。近日，当记者掌握了
大量实证，去慕妍医疗整形进行调查时，该医
疗整形机构居然谎称“根本不知道这事”，还表
示，“网帖是在诽谤，我们已经请了律师要追究
发帖人的法律责任”。

来自常州警方的解释是，10月3日晚间警
方接到报警，调查发现，涉事医疗机构证件齐
全，医师证件齐全，该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属于
非法行医，警方据此将案件交由常州卫健委有
关部门处理。常州卫健委有关部门的态度是，
因为没有进行尸检，目前无法对死亡原因进行
规范性表述，但可以肯定是手术发生了意外导
致了女子死亡。正因为如此，10月6日晚，整形
医疗机构赔偿死者家属一百多万，卫健委责令
常州慕妍医疗整形进行停业整改。

有事件定性，有补偿协议，有停业整改通
知……尽管如此，该医疗整形机构居然理直
气壮地表示“根本不知道这事”，这可真是滑天
下之大稽，是谁给了这家医疗整形机构掩耳盗
铃的勇气？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停业整顿中
的医疗整形机构竟然还在正常营业接待。对于
卫健委部门有关负责人的指责，整形机构的负
责人居然表示他理解错了，“以为只是不能手
术”。这样一家以颠倒黑白、装傻充愣为能事的
医疗整形机构，出现恶性医疗事故也许并不只
是一种单纯的“意外”。

事实上，常州慕妍医疗整形今年已有两
次行政处罚记录。2020年6月12日，因不符合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要求擅自开展全
身麻醉技术，慕妍医疗整形被予以警告并处以
罚款人民币三千元整；2020年5月7日，慕妍医
疗整形李某未按规定使用麻醉药品被予以警
告。两次处罚记录看似毫无关联，实则细思极
恐——麻醉并不只是打一针就睡着了这么简
单，在医疗手术过程中，这实际上是一项不折
不扣的高风险操作。

因为患者的生命维护实际上是由麻醉医
生在管理，因此，医学界有“开刀去病，麻醉保
命”这样的说法。违规使用麻醉药品和擅自开
展麻醉技术，这本身就是拿患者的生命在开玩
笑。此次事故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麻醉
过程的规范与否毫无疑问应成为调查重点，这
不仅是因为这家整形机构有“前科”，更是因为
在隆胸、隆鼻这样的“小手术”中，麻醉过程无
疑是最具致命威胁的环节。

随着医疗美容需求日益旺盛，“微整形”
空前火爆，由此造成的事故与日俱增。按照《医
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必
须在相应的美容医疗机构或开设医疗美容科
室的医疗机构中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
开展医疗美容诊疗科目，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
务。换句话说，即使美容医疗机构具备合法证
件，也并不足以说明内部所有医疗服务都合法
合规。慕妍医疗整形数次受罚，足以为此提供
例证。在对慕妍医疗整形“屡教不改”感到愤怒
的同时，不得不令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相关处罚是否足以使其产生“切肤之痛”？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起医疗整形的

巨额利润，“警告”和“三千元罚款”这样的处罚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恐怕才是慕妍医疗整形

“屡教不改”的关键所在。面对人命官司，慕妍
医疗整形负责人一味装傻充愣，既暴露出对患
者生命安全缺乏足够敬畏，又何尝不是对监督
管理充满了蔑视？非如此，何以解释其在停业
整顿过程中大鸣大放地招徕生意？

2017年5月，原国家卫计委联合中央网
信办等多个部门部署了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此后，各地纷纷致力
于建立打击非法医疗美容的常态机制。以此次
事件为镜鉴，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不应局限于打
击无证行医，医疗美容机构的违法违规操作同
样应纳入严厉打击的监督视野。证照齐全只是
医疗美容机构开展业务的基本前提，医疗活动
中的任何不规范行为都必须受到严厉惩处，惟
其如此，才能敦促医疗美容机构扎紧制度的篱
笆，为爱美人士构筑起安全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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