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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 12月 9日，
鹤壁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该市卫健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史保生，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场监管总监李芳及省、市
新闻媒体记者参加。

据介绍，12月 8日上午，
鹤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郑
州市中原四季水产物流港胜
海水产商行共购进3000件印
度进口带鱼，其中325件销往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被临汾
市检测出一份外包装新冠肺
炎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部分
产品销往河南省内相关地市，
有20件销往该市山城区。

鹤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接到通告后，立即组
织对涉事进口带鱼和相关接
触人员进行排查，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经鹤壁市疾控中心
对销往该市的20件冷冻带鱼
外包装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结
果15件阴性、5件阳性，该批
带鱼均未销售，并已全部封
存。对直接接触者、关联者及
其他人员57人进行了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直接接触
者和关联者9人已采取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48人已采取
相应防护措施。采集外环境
样本19份均为阴性，并对涉
事冷库、门店等场所进行暂时
封闭、全面消杀。

下一步，严格按照“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的
要求，进一步健全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防
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将各项
防控措施落地、落细、落实。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鹤
壁市卫健委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要在正规的超市或市场选购
冷链食品，不采购没有标明明
确来源信息的冷链食品。选
购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
免手部直接接触冷冻食品，选
购后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流
水洗手，洗手前不触碰口、鼻、
眼等部位。近期如无特殊情
况，不要前往新冠肺炎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高
速交警总队一支队通过高速
公路视频监控、民警现场查纠
和群众举报等方式，相继查处
了豫AL3236、豫G95503、鄂
F2M367、 鄂 S28166、 豫
AL3236、 豫 LH9002、 豫
LE9719、 豫 QF0816、 豫
QA9966、 豫 PA2368、 豫
AC6770、 豫 AK8896、 豫
P2D223 等 13 辆车在非紧急
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通行的
大客车，及时消除了一批交通
安全隐患。

根据相关规定，高速交警
依法对涉事司机做出了罚款

200元、记6分的处罚。同时，
对上述13台违法车辆所属的
郑州交运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
客运企业所在地政府安委会、
交运委、交管部门和车辆管理

公司等相关单位进行抄告，督
促有关部门和单位严格落实
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举一
反三，堵塞漏洞，坚决杜绝类
似违法行为发生。

本报三门峡讯 12月 8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从三门峡市环境保护协会获
悉，为激发公众环境责任意
识，从2020年 12月份起至
2021年6月，三门峡市环境
监测总站等环保设施集体向
公众免费开放。

三门峡市民、企业代表、
行业专家等个人或党政机关
单位、院校师生等团体均可
报名。未成年人需家长陪
同。公众可通过关注“三门
峡市环境保护协会”微信公
众号留言或工作时间拨打报
名电话(0398-2260900)等
方式，进行报名。

具体免费开放的环保设
施为：

1.三门峡市分陕路三门
峡市环境监测总站（了解环
境监测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以
及监测流程，三门峡市监测
站点分布、空气质量信息发
布工作运行情况和污染天气
相关健康防护等知识）

2.三门峡市一体化示范
区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实地
参观污水处理现场，感受“污
水变清水”的奇妙之旅）

3.三门峡市湖滨区陈宋
坡垃圾填埋场（了解垃圾处
理的方式及我市垃圾收集清
运和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

4.灵宝市灵宝鑫安固体
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讲
解固体垃圾的主要成分、去
向、污染与危害、如何分类等
知识）

5.三门峡市一体化示范
区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
司（参观气膜矿石封闭料棚，
走进巨大“气球”内部，感受
微正压）

6.中石化三门峡分公司
（近距离了解油品知识，体
验中国石化绿色低碳、智慧
环保的经营理念，感受中国
石化“为美好生活加油”的
企业使命和油品背后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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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高价小时工35元15036024718

公告

●河南梓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410300MA3XC9YQ1N)经研

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万元整减至人民币1000
万元整，特此公告。

●公告:汝州市李老师辅导学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
人)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241
0482MJY651162X准予成立

登记,现予以公告。

家政服务

●电暖销售施工18638206663

声明

●郑州康健源保健用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0MA3XHMRG8T，公章代

码4101000171108声明作废。

●河南绿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编号为0003020、0002706、
0023424的郑州市建筑领域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

书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安阳县白璧镇文华小学（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教民14105
2250000061号)丢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105220034997,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三缘火锅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4
G77U4H，声明作废。

●王贯杰,武警警官证,号码:武字

第9937769号，遗失作废。

●吴林珈的中原工学院毕业证

不慎遗失，证号10465120130
6010307，声明作废。

●郑州大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沪陕高速信南段绿化养护一

标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

项目负责人黄年、闫钦平章

均遗失，声明作废。

●平舆县上河人家酒店营业执

照副本91411723MA3XE7KM5X
遗失，声明作废。

●李翠云,郑州树青医学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毕业证遗失,豫教

职业中专毕字(02)01364043
号，声明作废。

●杭州银赞众信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洛阳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307MA44TFJ
H7G，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禹州市烟叶生产办公室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N410883005姓名:张
文宇,出生日期2007年2月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U410020764姓名为

田璟智，出生日期为2020年
01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海洋遗失河南公安高等专科

学校公安管理专业自学考试

专科毕业证书，证号：2500
7905，声明作废。

●刘春红遗失中牟正商置业有

限公司碧雅苑房29-1-701订
房收据，票号2000558，金
额为一万元，声明作废。

●中州建设有限公司原财务专

用章（编号：41072810021
49）已销毁，现需更换启用

新财务专用章（编号：4107
281027537），特此声明。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晋BHL079豫HL5976豫
A(8H507/Z5131/ET780/70
85P/577Q1/77G90/510LP
/F3X63/8M0Z9/BY102/1Z
0X3/3B53Q/BK795/N5Z10
/5M288/01C88/W5382/0
PB69/UN303/7T222/FH895)

●尉氏县玉康化妆品综合服务

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2
23MA40JWXEXJ，声明作废。

●中共中牟县冷藏保鲜协会党

支部代码M404101220278
5960W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许德霞遗失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证，证号:137841201
806000704，声明作废。

●康懿天（2015年6月6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P410054149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本人樊振兵，身份证号422822
198706271514本人声明：本人

在2020年12月9日之前与《百

度饮品传递甜蜜》签订的特许

协议书、合同书，合同地址：新

疆和田墨玉县和墨路迎宾小区

门口右侧第六，相关合同一律

作废，本人自愿放弃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所有权利。郑州润圣

商贸有限公司、郑州润翔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的

内容负任何责任。

●因本人李静，不慎将契税完税

证票号为0310575的完税凭证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边新才遗失河南建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郑州五栋分公

司开具的合同押金收据一份，

编号:014S2020070077，金
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鹤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提醒市民避免手部直接接触冷冻食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三门峡6家环保设施
向公众免费开放，为期半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13辆大客车占用应急车道
涉事司机被罚款200元记6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文图

占用应急车道通行的大客车

关注“三门峡市环境
保护协会”，进入公众号
对话框留言：姓名+年
龄+性别+联系方式（未
成年人报名须有家长陪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