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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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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电暖销售施工18638206663

公告

● 变更公示

郑州市郑东新区老吉语文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现声明举办

者变更，举办者由弥王梓变

更为成都心田花开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变更前无债务债

权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权

由法定代表人承担。

●注销公告：郑州伯爵宾利贸易

有限公司(注册号:91410103MA
3X49T89B)经股东会议决定解

散,现公司清算组成立,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声明

●延津县丰庄镇河道小学公章

(编码4107260006762)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欣百货商

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铁道警察学院李炯奇2017030
10107,陈高慧201703010124，
陈文风201703010118学生证

遗失，声明作废。

●赵秋粉（身份证：41282619
7707296026）不慎遗失执业

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411219170843，声明作废。

●鹤壁市鑫隆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将缴纳的鹤翔小学新

建教学楼的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收据丢失，号码为5639307，
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知味香牛肉汤

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5MA
468X5K9X，声明作废。

●孙悦身份证(号410726199606
224228)于2020年12月28日丢

失，在丢失期间所产生的法律

责任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河南安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00096110）
遗失，声明作废。

●王恩杰,女,丢失漯河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毕业证(证书编号

137801201006004060)声明作废。
●本人禄有捷身份证号4101031
97711221014不慎遗失资产受

益权转让协议,合同金额21579
元,签订日期2019年1月31日,合
同编号林字资权转20190128-0
51号现声明该合同作废,不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碧波湖宾馆(注
册号410105601349921)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柳州长久物流有限公司2020
年12月9日不慎丢失8台商品

车合格证(车架号LZWCAA
GB6LF601709、LZWCAA
GB7LF601699、LZWCAA
GB6LF601502、LZWCAA
GB5LF601670、LZWCAA
GB4LF601708、LZWCAA
GB1LF601679、LZWCAA
GB8LF601677、LZWCAA
GB0LF601642),2020年12月
15日丢失1台商品车合格证(
车架号LZWADAGAXL
B057034),声明作废。

●河南美城市政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全套印鉴(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法人名称张刘

波）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598982，姓名王

博蓣，出生日期2014年11月
13日16时38分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作废。

●卫辉市金光运输公司车牌号:
豫GB0239营运证遗失，证号:
410781013525，声明作废。

●中牟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豫AU6918营运证,营运牌

遗失,营运证号410122006402,
营运牌号79829，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陈昆昆理发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
447XKL5T）声明作废。

●本人曹明明身份证 4101811
98308298525不慎遗失资产

受益权转让协议合同金额76
210万,签订日期2019年1月
28日,合同编号林字资权转20
190128-063号现声明该合同

作废,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巩义市城区星辰网吧组织机

构代码证丢失代码MA4063
UC4声明作废。

●沁阳市景泰煤炭经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8
26609413910）和公章（编

码：4108820021444）、财
务专用章（编码：4108820
007111）、法人章（法人：

宋有理）各一枚，声明作废。

●河南乐置家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号41010501249
47）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星铂睿货运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晓洁贸易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0
85661004）丢失声明作废。

●芦焱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学
号20142310811，声明作废。

●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遗失公

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3份，代

码：豫财410401，票号分别为

0013259、0013370、0012735，
特此声明作废。

●付国荣遗失广运商业中心(华
尔中心)认购协议书编号0000
357认购日期:2020年4月12日
2020年4月13号的定金收据,
收据编号2741103,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荏苒餐饮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5MA4
6NQ7HX3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永强汽车维修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41019260
0037097遗失，声明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黄牌豫A(E3691/U8588/H1198/
H1083/G2702/V0551/N5751/
R0981/F3265/E2295/B8679/
R6298/E2345/A9321/M2028/
R0206/N3039/W3583/U2153/
L8269/N7578/C6906/U2006/
L3278)豫K67988蓝牌豫AB18CT
●沈丘县德惠堂大药房药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遗失，证件编

码:豫DB3948164声明作废。

腊月二十三
将迎首个春运高峰

记者了解到，2021年春
运，该集团公司共计加开临
客列车128对，其中，直通
临客列车113.5对，管内临
客列车14.5对，另有2对客
流淡季停运直通列车在春
运期间恢复开行。临客列
车开行方向主要以广州、深
圳、北京、上海、杭州、温州、
宁波等客流集中方向城市
为主，最大限度满足重点城
市旅客往返需求。春运期

间，该集团公司安排高铁夜
间动车组高峰线直通临客
57.5对，为旅客错峰出行提
供更多选择。

“2021年春运节前、节
后客流主要成分呈现不
同。”该集团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各大高校寒假实行
错峰放假，节前客流总体相
对平缓,以部分学生流和返
程客流为主。春节假期以
探亲流、旅游流为主。节后
务工流、探亲流与学生流高
度叠加，客流高峰较为突
出。春运期间整体客流高

峰持续在节后，直通客流主
要流向为北京、成都、广州、
重庆、昆明、上海、杭州、福
州、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
等，管内以省内城市为主，
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南
阳、周口、信阳、商丘、安阳
等地区。

“根据往年春运情况，
结合 2021 年春运客流调
查，预计节前腊月二十三将
会迎来第一个春运高峰，预
计发送旅客42.7万人。”上
述负责人预测，从大年初三
开始，每天的客流情况将会
基本保持一个较高水平，随
着外出务工流的逐渐增加，
节后在农历正月初六将会
迎来第一个客流高峰日，预
计发送旅客52.2万人。正
月十五过后迎来学生返程
客流高峰，农历正月十六将
会迎来第二个客流高峰日，
预计发送旅客64.1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
1月2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又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届时运力运能将进一步得
到提升。

60岁以上老年旅客
自动识别优先安排下铺

此外，为提升旅客购票
体验，铁路部门持续创新购
票服务措施。延长铁路
12306网站售票服务时间，
从每日的6：00至23:30，提
前到每日5：00至23:30；同

步 12306 网站和线下窗口
改签规则，线上也可改签乘
车当日24点前其他列车车
票。线上退票业务办理时
间优化至全天候24小时，同
时退票截止时间由开车前
25分钟调整至乘车站开车
前；对现金购票和已取报销
凭证的旅客，可先在12306
网站办理退票手续，180天
内到全国铁路任一车站领
取退票款项；车站自助售票
设备新增退票功能，满足使
用电子支付方式且未换取
纸质报销凭证旅客的退票
需求，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
务；坚持开展窗口人工售
票、自助机购票人工服务引
导，所有人工窗口全部支持
现金购票，保障老年人群购
票服务。12306系统自动识
别60岁以上老年旅客并优
先安排下铺。

为了让广大旅客出行
安全放心，铁路部门全面贯
彻冬春季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在运力安排和购票服务
上统筹考虑防控需要，严防
疫情传播。从售票源头抓
起，严格控制列车超员率，预
留发热旅客隔离席位，对发
热旅客及时下交。

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
变化适时调配运力，动态增
开列车，努力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出行需求，请广大旅客
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
和“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本报讯 12月29日上午，河南新
闻博物馆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4楼正
式揭牌。该馆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独家创办，开启了全国首家由党媒集
团独立创办新闻博物馆的先河。

河南新闻博物馆的前身是河南日
报报史馆，2008年建成，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报史馆馆藏文物丰富，有
图片、文字、实物及录音录像资料，记
录着河南日报71年不懈奋进的足
迹。近年来，中宣部领导和省领导到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调研，报史馆都是
首选去处。2013年11月，报史馆被
命名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参观人数与日俱增，年接待党政
机关、企业、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生等
社会各界团体40多批次、1300余人，
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基地
和宣传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窗口。

当前，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宏伟事
业的新征程上，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
代大潮中，正涌现出许多需要历史记
录的出彩时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作为我省宣传战线的主力军、主阵地
和排头兵，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顶
端聚合平台。河南新闻博物馆的设
立，更方便向全省新闻战线征集文
物，更有利于我省红色文化资源的开
发和保护，更有利于打造独具特色的
红色文化名片，更好把博物馆的“文
化中枢”功能发挥好、运用好。

（郭书臣）

2021年春运火车票今日开售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通讯员 闫波 许伟 文 记者 吴国强 摄影

12月29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2021年铁路春运自1月28日开始，3月8日结束，共
40天，该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575万人。按照火车票
提前30天发售的安排，2020年12月30日，铁路部门开
始发售2021年春运火车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老
年人乘车，12306系统自动识别60岁以上老年旅客并优
先安排下铺。

60岁以上老年旅客，系统将自动识别优先安排下铺

火车站准备上车的乘客

河南新闻博物馆
正式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