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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悦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叶菁菁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向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20]174号裁决书，根据《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布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决，可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
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3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市联钢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吕兴华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20年12月29日
上午09时00分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因无
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20]298号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申请人的申请书副
本，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场
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3日

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室）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区支行业务合并的公告

自2020年10月23日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将
不再对外办理业务，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的开户企业将全部迁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郑州新区支行，相关业务也
一并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郑州新区支行承接。

详情敬请到我行柜面咨询。
咨询电话：0371-53387956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郑州新区支行
2020年10月22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比逊达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冉鹏、何乘云、杨建周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向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20]050、100、194号裁
决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自发布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
裁决，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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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冷空气过境，早
晚温差大愈发凸显。我省西
部、北部部分地区，昨日凌晨
还出现了霜冻。随着霜降节
气的出现，我们和冬天之间的
距离进一步拉近了。

所谓“寒来暑往，秋收冬
藏”，所谓“云腾致雨，露结为
霜”，今日便是霜降节气。霜
降节气到来，秋天逐渐向着冬
天过渡。作为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十八个节气，霜降节气意
味着冬天即将开始，这个时节
天气渐冷、初霜出现，昼夜温

差变化较大。
其实，单从节气的先后顺

序，也能看出来气候的变化。
先是白露，再是寒露，寒露之
后，便是霜降了。《诗经》里著
名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便是露凝而霜生的一个天气
过程的诗意化描述。温庭筠
有句诗很能解释霜生成的天
气条件——“鸡声茅店月，人
迹板桥霜”。降霜的一大前
提，便是晚间的天气要晴好。
由于云量较少，地面的热量散
失较多，温度骤降至 0℃以

下，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地面或
植物上直接凝结成细微的冰
针，有的成为六角形的霜花，
颜色较白，结构疏松。

李商隐有首《霜月》的诗，
恰能说明这个时节的气候特
点。“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
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
月中霜里斗婵娟。”其中，青女
便是传说中的霜神。

霜降时节，既要防秋燥，
又要防秋郁，还要防寒。未来
一段时间，我省的昼夜温差较
大，往往是早晚凉，白天暖。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报，周
五，全省晴天。周五早晨，西
部、北部部分地区有霜冻。

24日白天，西部、北部晴
天转多云，其它地区晴天间多
云，夜里，北部阴天，部分地区
有零星小雨，其它地区多云。
25日，全省多云间晴天。

而随着霜降节气的到来，
我省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也
将走“下坡路”。以郑州为例，
根据郑州市气象台预报，27
日，日最高气温跌破20℃，到
29日，将跌至16℃。

今日霜降 冬天又近了一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河南粮食成交
金额全国第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参会单位1560家，硕士以上岗位数量占比约30%

郑州这场高端人才洽谈会，汇集招聘岗位5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本报讯10月19日至21
日，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
会在福州召开。截至10月
21日，本次交易大会我省共
签订省际间战略合作协议1
份，企业间签署产销衔接及
招商引资项目42个，达成采
购和销售各类粮油意向金额
146.23亿元，居全国第一位。

本届大会以“聚优质、强
产业、增活力、畅流通”为主
题，由开幕式、展览序厅、优
质粮油产品暨相关技术设备
展览、产品和项目推介、专场
交易、洽谈签约、论坛等七部
分组成。我省共组织125家
粮食企业参展，展览面积
2406平方米，参展粮油品种
千余种，粮油产品特装展位
和标准展位面积均位居全国
第一。

本报讯 10月22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
动”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
会将于2020年10月24日—
25 日（8:30—16:30）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
动”以“广聚天下英才，助力中
原出彩”为主题，包含启动仪
式、网上招才引智系列活动、
招才引智主场活动、省辖市招
才引智专场活动、省外招才引
智系列活动等5大类、40多场

线上线下活动。目前，线上招
才引智平台共收集13733家
单位提供的岗位需求39.49万
个，项目需求750个。单位涉
及行政、教育、机械、医疗、房
地产等多个行业，岗位需求涉
及医学、教育、理学、法学、工
学、计算机等近百个专业。

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
谈会是今年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
引智专项行动”主场活动之
一。活动现场设置高校对接
洽谈区、省直事业单位对接洽
谈区、省属国有企业对接洽谈
区、卫生健康对接洽谈区、省

辖市对接洽谈区等5大对接
洽谈区和绿色通道专区、职业
规划指导区、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区、综合服务窗口、博士后
招聘暨海归人员服务窗口等5
大综合服务区。高端人才（项
目）对接洽谈会5大对接洽谈
区共征集到参会用人单位
1560家，各类用人单位共提
供招聘岗位51868个。其中，
硕士以上岗位数量占比约
30%。

此外，洽谈会现场还设置
有绿色通道专区，将针对事业
单位引进的高层次和急需紧
缺人才，设立编制使用、人员

调动、岗位聘用、工资及社保
办理等相关业务办理窗口，现
场办理，联审联办，一站式办
结。

据了解，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近期还将
通过线上或线下形式举办上
海、广州、武汉、北京、南京、杭
州等省外招才引智活动。

温馨提示：按照疫情防控
有关要求，各类进场人员均需
要佩戴口罩、扫码、接受测温、
安检后由广场北侧排队入场。
大 家 可 以 通 过 大 会 官 网
（www.zghnrc.gov.cn）选 择 不
同时间进行预约报名！

王伯伯也曾佩戴过活动假
牙，但活动假牙的咀嚼功能差，
硬一点的食物吃不了，一喝水
假牙就漂起来。有一次假牙当
众脱落，让王伯伯平添不少尴
尬。

最近，在晚辈们为王伯伯
精心筹备的生日宴上，王伯伯
看着满桌子美味的饭菜，自己
却无牙消受，倍感苦涩，决定种
牙！经朋友介绍，来到植得口
腔。拍片检查后发现，王伯伯
的口腔内只剩四个残根，且牙
槽骨已经萎缩。对此，植得口

腔集团种植学科技术总监原辉
婷医生采用了ALL-ON-4即
刻负重技术为他种牙。此项技
术，无需植骨，即种即用，用特
殊的植入方式，避开上颌窦和
下齿槽神经管，只需4颗种植
体，就能恢复半口牙，8颗种植
体就能恢复全口咬合力。并配
合德国麦哲伦数字化导航技
术，种牙更精准、更安全，且大
大缩短了种牙时间。

手术结束，戴上临时牙冠
后，王伯伯当天回家就吃上了
排骨，当天种当天用，这让他激

动不已：“我真的不敢相信，这
么快就恢复了全口牙，并且基
本没感觉到疼，原医生技术太
好了。”

据了解，即刻负重技术是
种植牙领域一项高难度技术，
对医生技术要求很高，作为植
得口腔集团种植学科技术总
监，原辉婷医生在种植界颇有
声望。从检查、拔牙、种植到戴
冠，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将传
统种牙1~3个月的愈合等待
期，缩短到几十分钟，并将创伤
降到最小，降低感染风险。

缺牙老教授一天“长”出满口牙，当天啃上排骨
贺植得口腔医院九周年院庆，种植牙、矫正牙满4900元减2000元。种植热线：0371-6579566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我想回到满口牙
的日子，享受美食，有个
健康的好身体，继续发
挥余热。”说话的是一位
73岁，郑州某高校的退
休教授王伯伯。据王伯
伯说：“缺牙后，身体大
不如从前，以前体重有
150 斤，现在只有 120
斤，很多美食都吃不
了。”

202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5日，植得口腔医院将开启九周
年盛大院庆。为了感恩回馈市
民的支持，植得口腔推出钜惠活
动：种植牙/矫正牙满4900元减
2000元，上不封顶；优惠空前，福
利多多。

成立至今，植得口腔已发展
为四地13家院区的连锁规模，植
得口腔始终坚守“利他”的核心
价值观，注重提升医疗团队的技
术和服务水平，以坚实的医疗品
质持续缔造专业化口腔医疗连
锁品牌。

妙手“植”得 当天恢复全口牙
植得口腔医院九周年院庆
种植牙钜惠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