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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河南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 10月 22日
12时发布的数据，河南省
辖市中除了信阳外，全部出
现污染天气，其中郑州、漯
河、安阳、开封 AQI 超过
150，达到中度污染级别，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10 或
PM2.5。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从河南省生态环境
厅了解到，目前，全省18个
省辖市（含济源示范区）实
施轻中度管控措施。

这轮污染成因为何？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本周，河南扩散条
件较差，且受到西北沙尘过
境影响，环境空气质量转
差。

23 日，全省 PM2.5 上
升，PM10和PM2.5混合污
染自东向西推移，中西部和
南部仍可能有中度污染时
段，其他地区有轻度污染时
段。

24日~25日，全省东南
风，中北部、西北部、东部有
PM2.5轻度或中度污染时
段，其他地区有轻度污染。
预计日均：中北部、西部以
轻度污染为主，其他地区为
良或轻度污染。26日，扩
散条件进一步转差，北部、
西部早晚有中度污染过程，
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重度
污染，其他地区有轻度污染
过程。预计日均：安阳、鹤
壁、濮阳为轻度或中度污
染，北部、西部地区以轻度
污染为主，其他地区为良或
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27日，受冷空气影响，
全省自北向南有中度至重
度污染时段；下半时，豫北
逐渐好转，中南部地区可能
有污染滞留。预计日均：北
中部地区为轻度或中度污
染，其他地区为良或轻度污
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28日，冷空气减弱，中
南部地区可能有轻度或中
度污染滞留。预计日均：中
南部为良或轻度污染，其他
地区以良为主。首要污染
物为PM2.5。29日，高压后
部，中北部区域扩散条件逐
渐转为不利，早间有轻度污
染时段。预计日均：中北部
为良或轻度污染，其他地区
以良为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

22日至25日，大部分
地区有轻中度污染过程，26
日至27日，全省自北向南
有中度污染过程，局地有重
度污染时段。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建议各地尤其是
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
阳、平顶山、洛阳、济源、开
封等地根据预报情况，加强
工业污染源、重型柴油货车
的污染排放监管，切实保障
区域颗粒物浓度持续改善。

本报讯 又是一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攻坚正当时。

10月22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了解到，为精
准科学应对秋冬季重污染天
气，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河南省生态
环境厅近日印发《精准科学
依法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要求2020 年 10 月 18 日
至 12 月 31 日，动员全省
生态环境系统及各界力量组
建预报预警、暗访核查、督察
问责、行业管理、宣传工作、
社会监督六支队伍，突出重
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
点工段、重点因子，抓好精准
预测预警、实施驻厂监督、重
点领域暗访核查、问题线索
督察问责、社会各界共同监
督五项行动，提升全省生态
环境系统管理能力和管理成
效、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治污
水平，在全省范围内减少重
污染天气发生，降低轻污染
天气对完成优良天数目标任
务的不利影响，确保实现我
省优良天数 247 天以上、

PM2.5平均浓度达到 55 微
克/立方米以下的年度目标
任务，确保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

为确保方案落实，20日
下午，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精准科学依
法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专项行动动员会。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仲田介绍，今年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全省上下合力攻坚，环
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污染
排放量持续下降，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在线监控重点企业
同比排放量降低明显。主要
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截至
10 月 18 日 ，我 省 PM10、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75、
46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
降了17.6%、14.8%；优良天
数为206天，同比增加52天；
各项指标达到近年来最好水
平。臭氧和挥发性有机物协
同治理成效显著，6至 9月
份，全省优良天数为91天，
同比增加30天，超额完成国
家对我省下达的2020年6~
9月份夏季攻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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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13598890572、13513805862

房地产

●任新正房产18937435829

机械物资

●闲置废旧物质13523479560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信息窗口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郭明星（原名不详
），性别：男，2017年6月8
日出生(预估)2017年6月8日
被遗弃在陕西省咸阳市咸阳

湖处，随身携带棉被一个。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以上
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关证件到二七区侯寨乡
认领，逾期无人认领将依法

妥善安置。梁建伟
2020年10月22日

公告

● 变更公告

许昌世纪金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因发展需要,经股份大会

研究决定,现法定代表人杨根

元变更为黄晓峰。特此公告。

●郑州融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104396332860C），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100万减少至人民币20
万,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洛阳市富雅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3002005253）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声明

●胡恺军位于中牟县城西区、

商都大道南侧、占杨路东侧

帝华宏府的南区2-347的购车

车位协议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魏都区宽窄府小吃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411
0020048529)丢失,声明作废。

●李晓许遗失河南成建置业有

限公司襄城县分公司2017年
11月10日开具收据2份,票号00
12671,金额3670元;票号011
3940,金额8万8千整,声明作废。

●河南富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郑州郑杰货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9526
60562)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4101050103290）、财务章、

法人章、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声明作废。

●石云,女,医师资格证(编号:20
0941141412701197311052540,
签发日期:2009年12月09日)于
2019年12月份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小丫百货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5
9EN10E,声明作废。

●本人梁团结,身份证号:4123
27197712056616。于2015年
5月22日购买郑州玉安联合

置业有限公司锦和广场1号
楼718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不

慎遗失,合同编号:15001985
346。特此声明作废。

●袁东旭坐落于巩义市陇海

路的不动产证（证号：2018
0004224）丢失，声明作废。

●李瑞伟不慎遗失南阳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政教专业毕业

证书，证书编号：2509042，
特此声明。

●郑州一品堂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原公章、法人章（法人：

张宗坤）均丢失，声明作废。

●获嘉县健康大道墨景日用品

店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郏县盛发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码4104250028521)财
务专用章(编码410425002522
3)法人章(陈晓雷)及中国建设

银行基本存款账户(帐号4105
0172660800001012)声明作废。

●由于本人史青云保管不慎将

许昌兰溪置业有限公司2018
年8月17日开据的收据号为43
31169,金额为10万元的房款

收据丢失;2018年3月5日开据

的收据号为4331007,金额为

30万元的房款收据丢失;收据

号为4331008,金额为1万元的

房款收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江西临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预留公章(号38103100
04110)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法人:彭武)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

中心的非税收入票据批次为

OB【2015】编号0014521-
0014531共11份不慎丢失，

现公开作废。

●本人程磊磊（身份证号4103
28199410158514）因保管

不慎，遗失河南中珂置业有

限公司收据，收据号00038
60姓名：程磊磊，房号17号
院二期6-1-2302，金额7535
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河南优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
MA478RR266，声明作废。

●柴玉生警官证丢失证号014
619声明作废。

●齐国立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证号:4107270078
63声明作废。

●庙台基督教活动处所公章丢

失，编号：4102250050651，原
公章声明作废。

●伊川县大厨房饭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103290015693,声明作废。

●王位仟位于汝州镇刘庄村大

王庄，房产证号：1124-2-39、
土地使用证编号：1124239，
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河南汉方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不

动产权证号牟国用（2014）
第174号。特登报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郑州龙湖锦艺城(4F-11A嘿糖)
签约人赵秀丽(4105221968062
36469)遗失河南锦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装修押金收据，

号码:5299389,金额:10000.00
元(大写壹万元整);合同保证

金收据,号码:5296973,金额

29142.00元 (大写贰万玖仟壹

佰肆拾贰元整);质量保证金

收据,号码:5296962,金额1000
0.00元(大写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冯子沐，男，出生日期2012年
4月26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L41047458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沈家洪城火锅

普罗旺世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10105601138
983,声明作废。

未来7天，河南有两轮污染天气
安阳、鹤壁、新乡等地区有重度污染时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河南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定了

确保全年优良天数247天以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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