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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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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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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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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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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水暖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制砖机械

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招聘

●高价小时工35元15036024718

出租招租

●郑州工人路汝河路口单位楼

第二层430平,可办公单独使

用,交通便利。13733180928

机械物资

●闲置废旧物资13523479560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发热墙围取暖18638206663

公告

●河南全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03000030484）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通告:柏贺,曹增增,范金元,郝
长富,贾祥凯,李文件,梁伟,吕
盼盼,孟灿灿,欧阳贺,王超杰,
王大占,魏凯,闫文东,余广文,
张威威,张小伟,张志豪,周淮

南,周祥虎,朱天争,因你们连

续旷工,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

度，公司将根据《劳动合同

法》有关规定与你们解除劳

动合同。请你们自本通告刊

登30日内回单位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不来,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处理。河南龙宇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12月2日

声明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遗失郑州大剧院项目郑州

市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

金存储通知书,金额500000.00
元；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

公司遗失罗马假日2#，6#楼
项目郑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

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书，金

额45945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重素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MA
46WP0618，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银基广场梨上

服饰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M
A44T6XP7H,声明作废。

●河南兆丰酒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编码41162400105
82),声明作废。

●郑州众合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账号:15746179
5，核准号J4910072209002，开
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纬三路支行)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旭彤(身份证号41082319
9705200076)遗失护士执业

资格证(编号:201841021436,
取得时间:2016年4月，执业

单位:郑州仁济医院）于2020
年10月遗失，声明作废。

●由河南亚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开具的美好城邦车位代理

保证金因本公司保管不当遗

失。收据号为:NO.7930249,
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信阳

市新县杨湾等28座小(2)型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I标
项目经理部印章(编号:41010
55185364)，特此声明作废。

●郑淼,河南省教育学院毕业证

遗失，证书编号:5069952005
06590002,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书：李同勋，李

卫涛：关于你二人欠马挺有现

金二十万借款事宜，马挺有己

将该债权转让给马新峰所有，

请你二人自接到此通知后向马

新峰履行全部义务。并依法登

报告知你二人。

●郑州盛禾化妆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中原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编号为0000069的郑州市建

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

储通知单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个体工商户黄凯荣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1102362
0189442）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县豫鑫传动轴厂公章(编
号4110020013529）及财务专

用章(编号4110233007791)遗
失，声明作废。

●李沙沙遗失河南教育学院学

校英语专业毕业证，编号50
6995200805125656声明作废。

●河南凯澳置业有限公司公章

(4103220033242)财务章(4
103220033243)发票章(410
3220014982)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图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46
37R66U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郑州渝鑫广告有

限公司公章(号4101840003
757)和财务章(号41018400
03758)遗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华强运输有限公司，

豫A972J挂道路运输证编号

410182023648号，遗失，

特此声明。

●洛阳辉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410315004381
2）财务专用章（41031500
43813）和发票专用章（4
103150043814），作废。

●河南黄河工程公司疏浚分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声明作废。

●周秋果就业创业证遗失,证号

4101080020000557声明作废。

●河南凝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

(法人:齐凝)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祯图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
3X94XB21,营业执照正本和副

本因故丢失，特此登报声明。

●河南水木清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原郑州东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编号为0000002
的郑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工

资保障金存储通知书丢失。

●河南高速快运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971252,姓名孙嘉阳,
出生日期为2017年9月2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宋小科遗失郑州恒泽通健康

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6月23日
开具的收据2张,收据号6953
552,金额250712元,收据号69
53553,金额7095元,声明作废。

●本人杜路艳不慎将河南龙艳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代码914
10100MA9F6NBG3Y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备案公章发

票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丢

失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天叶茶行(信用代码

92411002MA42X2KW0H)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

遗失编号为0000229的《农民

工工资保障金收款收据》原

件，项目名称苏宁云商郑州物

流基地钢结构工程，缴款金额

玖万陆仟陆佰元整，缴款时间

2015年11月2日，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天伦商贸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码410403
4009058），声明作废。

●臧青，身份证41142419870
1270027遗失，特此声明。

●因本人齐艺超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为00691475和印花

税00691474的办证联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 寻亲公告

陈国栋于2016
年8月12日在河

南省荥阳市土

乔沟附近捡到

用碎花毯子包

裹的女婴一名，抚养至今。

现寻找孩子父母联系电话

15093055338

高速分道口交通违法、事
故多发，新增21处“神器”

在高速主路和匝道交汇的
地方，有一个导流线（白色网状

三角区）。据统计，因紧急刹
车、违法停车、倒车、逆行等违
法行为，该区域成为交通违法、
事故等的多发地。

公安部门统计资料显示，
追尾、变道、侧翻及违反交通标

志的驾驶行为多发生于高速公
路出入口，尤以出口为甚。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省公
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
说，日前公安交通两部门推进
落实“一个完善、两项建设”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河
南方案”，其中“一个完善”，就
是专项整治完善高速出口路段
的标志、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
采取增设防撞设施、增设分道
实线、增设导向标线、增设预告
标志、增设警告标志和试点安
装违法干预系统等六项措施。

针对近期我省高速公路在
主线与下道匝道口交会处事故
多发的形势，省公安厅高速交
警总队借助科技手段，在郑州
周边高速公路主线下道匝道口
等事故多发重点点位，安装21
套分道口智能侦测系统。这些
系统通过支持自动分析的智能
事件检测，对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的交通事件进行预见性的报
警和即时提醒、事后处理，从而
解决高速公路分道口特别是主
线下站匝道口、互通立交分道
口附近易发的违停、倒车、逆
行、违法变道等违法行为有效
发现、固定证据问题；并通过声
光电等手段对违法行为进行现
场警示、干预，上传后台进行报

警、处理，达到震慑交通违法行
为、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

24小时全天候抓拍违法，
还能“隔空喊话”

分道口智能侦测系统到底
是何种“神器”？近日，记者在
连霍高速郑州段的文化路、花
园路、柳林等收费站做了探访。

在花园路站下站口，记者
的车辆刚停在分道口处的导流
线区域，前方匝道口上方的监
控设备立即发出“嘀……嘀
……”刺耳的警示音。高速交
警现场介绍，发生声响的就是
前期安装的分道口智能侦测系
统，如果有车辆在该区域存在
交通违法情况，系统就会发出
警示音。该系统24小时全天
候监控工作。该系统的终端，
安装在匝道口旁边的交通标志
杆上，和普通的监控设备无异。

在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系统的后台，工作人员调出了
监控记录，记者体验时车辆停
放情况、车牌信息均清晰可
见。此外，后台还有喊话系统，
如遇到该区域有车辆违章停放
或其他突发事件，可即时喊话，
通知现场人员。该系统9月份

开始安装并投入试运行，截至
11月底，郑州21处系统抓拍违
法行为8000多起。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相
关负责人说，试运行期间系统
抓拍到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
暂不做处罚。12月份将正式
投入运行，届时将对抓拍到的
违法行为进行录入处罚。

21处高速抓拍“神器”都
在哪？哪些行为会被拍？

河南高速交警在郑州周边
高速沟赵站、西三环北站、惠济
站、花园路站、柳林站、东三环
北站、郑州新区站、圃田站、航
空港区北站、机场站南口和北
口、双鹤湖站等12个收费站21
处下道口安装分道口智能侦测
系统。

只要是在监控覆盖范围
的交通违法行为，该系统都可
检测到并报警。比如：异常停
车；逆行、倒车；车内抛撒物；
车道行人；违规变道，比如指
定道路区域内车辆跨实线变
道；占用应急车道等。上高速
前设好导航，高速出口下站
时，提前观察后方车辆，都可
以避开被抓拍。

21处抓拍“神器”还能“隔空喊话”
郑州周边高速新增分道口智能侦测系统，24小时全天候抓拍违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文 张琮 摄影

“嘀……嘀……”当你行驶到郑州高速收费站下站的匝
道口时，听到这样的警示声音，很不幸地告诉你，你的车因
交通违法已被抓拍。如果你违规停下来，那么，你将再听
到：“豫A车主，你已违法占压导流线或应急车道……请尽
快驶离！”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
队获悉，高速交警在郑州周边高速安装21处分道口智能侦
测系统，全天候对高速公路分道口区域车辆的违法停车、压
导流线、调头、抛撒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试运行阶段，记者采访临时停车被抓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