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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黄委会家属楼中间房屋一层

279平方米招租，可当仓库、

厂房，联系电话13837131566

家政服务

●电暖销售施工18638206663

寻亲公告

●无名男约40岁智障
2020年12月18日该
人在郑州市郑东新

区正光路东风南路

交叉口流浪郑东新区救助站

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登报30
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联

系电话0371-68953510
●无名男约30岁智障

2020年12月7日该

人在郑州市惠济区

香山路与金达路交

叉口流浪惠济区救助站将人

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登报30
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联

系电话0371-68953510

●张小清于2005
年6月18日在郑

州市中牟县狼城

岗镇西狼村村北

砖厂旁边捡到一

名女婴，父母信息不详，现寻孩

子亲生父母，电话15824871039
●本人赵建花于

2006年3月9日
在河南省新密市

周甘路李堂村路

口附近捡到一名

女婴，取名刘畅，父母信息

不详，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

电话13526879456

公告

●河南那美百货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394000032157股东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
此声明。

●减资公告:中消消防设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MA462BA207)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亿2800万元整减至

人民币50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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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新郑市永泰轻质碳

酸钙厂股东决定，即日起解

散公司(注册号:4101840000
21613)，本公司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请各位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商城县博霖环境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1524MA453MHK73)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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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注销公告

河南省昱潺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222MA47ND7F92），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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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河南省聚鑫实业有限公司

编号为0000704的郑州市建

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储

存通知书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杞县鑫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BA818挂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豫交运管汴字41022
1003110号，声明作废。

●王菡，女，出生时间为2005
年3月12日2时23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E410
798577）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原新

奇特玩具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10100MA40JAYCXL声明作废。

●编号P411894066,姓名胡书

豪,出生日期2015年12月1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本人马菲菲，不慎遗失新密

银基房地产开具的二期观湖

居2号楼402购房发票，编号

00110298金额188630元，特

此声明作废。

●本人张荣,身份证号14230319
8307282140,由于本人保管不

慎,将本人与郑州润圣商贸有

限公司以及郑州润翔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所有相关

合同遗失,签订的地址:新疆

省哈密伊州区皇后天街3号楼

1层105;现本人声明上述合同

作废,郑州润圣商贸有限公司

以及郑州润翔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不再对该合同负任何责任。

●河南观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编码4101030247291,
声明作废。

●宋煦涵，男，出生时间为20
14年5月11日12时28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O410
282352）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嵩伟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码：4103030050503）
财务专用章（编码：4103030
050504）法人章（白军丽）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振飞 ,遗失郑州美好艺

境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维修

基金收据单号为:5046332 ,
开具日期:2019年 11月4日，

金额8537.75元。现登报声明

作废,由此收据丢失引起的一

切纠纷与郑州美好艺境置业

有限公司无关。

●李怀林警官证丢失，警号0168
44，声明作废。

●河南昂力信化工产品有限

公司原合同专用章于2016
年3月丢失，特此声明。

●耿新会不慎将铁路工作证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怡帆绣花加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394600044926声明作废。

●肖柯蓉遗失护士执业证,证号:
201641008562,声明作废。

●官诗杰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就业协议书，编号为

14030824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艳丽美容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
0105601521207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鑫众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法人：齐晓东）各

一枚，声明作废。

●高宝玉,男,于2020年11月丢失

中级工程师证书,证书编号C0
5057180900039.取得证书时

间2019.4.16,声明作废。

●薛冰冰遗失周口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证，专业：护理，证

书编号：12750120190600
2415，特此声明。

●郑州艾静堂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孙燕玲，身份证号：4101
0219630227304X，（股东代码

01006036，内股证号0006036，
金额3000元）因本人原因将本

人的商业大厦股权证原件遗失，

因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

本人承担，特此证明。

●南阳超前装饰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法人：齐晓东）、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牛兴锋于2020年3月9日遗失

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号码21
0410307000073特此声明。

●黄俊基，男，出生时间为20
07年3月13日4时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G41
0399008）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靳倩倩,身份证号

411081199202225969,于2020
年12月7日遗失大众车辆合格

证一张,型号FV7149LCDCG,
车架号LFV2B2A15L5440186,
发动机型号:DJS,发动机号

M16660,合格证编号:WAB
012044440186,特此声明。

●裴永飞不慎遗失警官证(证
号：武字第9988062号)和军

人保障卡(卡号：81410918
0911310005)，声明作废。

●洛阳大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4103810036500)和财

务章(4103810036499)遗失,
声明作废。

新冠疫苗河南首针在郑州开打
接种后可否高枕无忧？普通人群何时接种？哪类人群不建议接种？官方给出回应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魏浩 李晓敏 文图

盼望着盼望着，新冠疫苗抵达河南。12月23日下午2
点多，在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7岁的小
伙子赵志强伸出右胳膊，接种上了新冠疫苗，随后，和他一
起，来自中原水产物流港的49名冷链工作人员相继接种了
新冠疫苗，成为河南首批接种人员。

首批50名
冷链工作人员率先接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次接
种的新冠疫苗来自北京科兴中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外包装
上标注有“紧急使用”四个字。
此疫苗每剂 0.5ml，共接种 2
剂，两剂间隔2～4周。适用年

龄在18至59周岁。
和正常的疫苗接种不同的

是，负责打针的工作人员全副武
装，在接种之前，接种工作人员
先核对接种对象的个人信息，同
时进行健康问询，在确保身体健
康无不良反应后，配发接种新冠
疫苗的凭证，然后，接种对象进
入接种区进行接种。

赵志强是第一个接种疫苗
的人。他说：“打完疫苗我没有
任何反应，就和普通疫苗一样，
感觉正常，作为河南省新冠疫
苗首针接种者，我甚至还有点
兴奋。”

大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负责人崔先生表示，疫苗接种
过程确保一疫苗一条码，严格

落实疫苗接种三查七对一验
证，在接种后留观30分钟，由2
名经培训合格的资深临床医生
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快
速识别和处理，并配备足够的
抢救药品、设施及120急救车，
确保万无一失。

为什么要率先
给这些人群进行接种？

据了解，这次我省开展接
种的人群对象是冷链、边境口
岸、一线医疗防疫人员、因为工
作原因或者援外原因不得不赴
境外的工作人员。

“就是把这些重点人群患病
的风险、传播的风险降到最低。”
郑州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主任
医师、首席专家李肖红介绍，让
高风险人群优先接种疫苗，是为
控制今冬明春疫情反弹，提供了
新的技术手段，也让我们更加有
信心、更加从容地应对今冬明春
可能出现的疫情。

那么，普通人群什么时候
能接种新冠疫苗？

河南省疾控中心免疫预防
与规划所监测一室主任路明霞
说，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随着

疫苗获批上市或疫苗产量的逐
步提高，符合条件的公众都可
实现“应接尽接”。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表示，不建议发
热患者、慢性病发作期患者、急
性病发作患者、孕妇等群体接
种新冠疫苗。

疫苗接种后
可否高枕无忧？

路明霞特别提醒，“虽然有
了新冠疫苗，疫苗是安全有效
的，但是千万不能因为接种了
疫苗就放松警惕，常规防护措
施依然不能降低”。

李肖红说，现阶段，在人群
免疫屏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
继续采取其他防控措施是非常
重要的。一旦出现咳嗽、发烧等
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

扫
码
看
郑
州
市42

家
接
种
门
诊
详
情

首
批
接
种
疫
苗
包
装
盒
上
标
注
有
﹃
紧
急
使
用
﹄
字
样

12月23日下午，27岁的冷链搬运工人在郑州接种河南第一针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