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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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声 明

●侯富芝0002187306河南省人民
医院收费票据票号202002969
17原件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梁佩佩系河南宏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部员工,性别:
女;身份证号:410922199001
026320,由于保管不善,不慎

将其项目负责人B证遗失,证
书编号:豫水安B(2018)00797
,颁发部门:河南省水利厅;本
公司现声明自此消息发出后,
声明作废

●郑州国尊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92000053828,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
章、财务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尹婷南阳理工学院毕业证
丢失，证书编号1165312
01905004357声明作废。
●刘夏，身份证号410122199606
010029，不慎遗失护士执业
证，证书编号：202041014003，
特此声明作废。
●任亚利遗失郑州郑发常西湖
综合管廊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曲悦定金收据(收据号
3624192,金额:5000元,日期20
19年7月17日),声明作废。
●郑州格威特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的社保登记证遗失,养老和
医疗编号分别为4101996217
30和410199543543,特此证明。
●高俊凤，女，遗失新乡学院毕
业证（证书编号110715201506
001778）声明作废。
●王子铭，男，出生时间为 20
15年 1月 8日 10时 46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P41
0580027）丢失，声明作废。

●王子萱，女，出生时间为 20
15年 1月 8日 10时 4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P41
0580026）丢失，声明作废。

●朱振中(身份证号:41072719
6812215018)机动车登记证书

(证号410000651821)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153735,姓名为

姜曦妍(父亲姓名姜辉,母亲姓

名奚婷婷）,出生日期为2014
年11月19日09时3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抵押人朱利民(身份证号4101
05197709266611)、共有人欧

阳轶君(身份证号4129211979
07161568)，房屋坐落：金水

区红专路108号2号楼2单元10
层1002号，抵押权人：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不动产登记证明号：豫

（2018）郑州市不动产证明第

0107472号丢失，特此声明。

●驻马店市天祥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
000638201615）公章、财务专

用章、人名章（吴浩然）以上

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孙冰倩遗失护士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2019141040210362，
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延红蔬菜店(注
册号410302631034918）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旭超,不慎将新密银基房地

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

丢失,编号是00015928.收据

金额是两万元整，声明作废。

●河南好兴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86001020501账号：25
2052169360开户行:中国银

行长垣县支行，声明作废

●本人杨静丢失河南优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远洋

风景居11号楼2单元17层170
3号的预收款发票,票号08431
268金额162182元,声明作废

●徐玲不慎将郑州中升汇迪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

专用收款收据41538446号丢

失,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兄弟面条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5MA447Y0
K2U,声明作废

●宋玉哲身份证4129011968
07302437将公园道誉园负

一层A区车位,车位号A111的
《朗悦·公园道1號车位使用

权转让协议》遗失,特此声明。

●王麦会遗失宜阳县中医院住

院发票和补偿表，住院号104
545，声明作废

公 告

●河南省鹿邑县裳都名品服装

店因疫情影响决定闭店停业，

原会员客户储值卡请于2021
年元月16号房租到期前前来

选购兑付,过期失效,特此公告。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司玉璐:本委受理申请人余婧

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

[(2020)郑仲案字第0532号]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委(2020)郑仲裁

字第0532号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公告:王智博、徐振伟单位多

次与你们联系未果。请你们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

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不来者，单位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处理。特此公告送达。

巩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2021年01月07日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于2019
年7月8日在郑州

市中牟县新妇幼

保健院附近捡到

一名男婴。请该

弃婴的亲生父母见报后及时

联系确认。联系人：谭书记；

联系电话: 13849075946。
●本人刘德会于

2014年7月22日
在河南省新乡市

朗公庙街口捡到

一名男孩，父母

信息不详，现寻找亲生父母

13523878391

患者看病，
却被要求扫码购买保健品

据孙女士介绍，2020年12
月29日早上，怀孕16周的她发
现分泌物较多且带有血丝，便去
鹿邑中山医院(如上图)求医。到
地方后，她做了B超检查，发现
胎儿心率发育都正常。抽血化验
后，医生说，“血象有点高，但是
不疼不痒不落红，没有事，你回
家休息就行了，不用担心，只需
要吃点营养品”。

孙女士说，随后，接诊的医
生段某梅给她开了一种洗剂和
一种叫“孕某宁”的保健品。“我

没通过医院药房正常购买，就是
在医生指引下，当场扫码购买
的，总共花费298元。”

这种“非正常”的诊疗过程
让孙女士疑心重重，但由于当时
着急看病，她也没过多追问。孙
女士说，结果到了2020年12月
30日凌晨0时30分，也就是她
到鹿邑中山医院看病后的12小
时内，4个月大的孩子突然流
产，而看病当天的各项检查结果
显示，胎儿正常。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保健
品，回家服用出现意外后才详细
看看，发现是保健品，医生就是
拿着保健品当药品糊弄我，而且

是医生私自售卖的，不知道医院
有没有这种卖保健品的资质，这
种情况下医院该不该承担责
任。”孙女士愁眉不展地说。

2021年1月5日，根据孙女
士提供的电话，顶端新闻·大河
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医生段某梅，
她否认自己私自卖保健品，“我
不知孙女士在哪买的，反正我没
卖给她”。

对此，孙女士再次向记者确
认：“她怎么能不承认呢，可以调
医院监控，也可以查包装和保健
品盒子的指纹，就是她本人拿给
我的，当场让我扫码付款。”孙女
士说。

医院反馈，
涉事医生已被处理

1月7日，鹿邑中山医院向
记者反馈了对此事的调查处理
结果。该院回复称，医院高度重
视，迅速成立以副院长为组长的
调查组进行专项调查。经查证：
患者所反映的事实基本属实。段
某梅作为一名医生，置医院三令
五申于不顾，无视医生行为规
范，无视院规院纪，利用接诊之
机私自向患者出售保健品，给患
者身心造成伤害，给医院声誉造
成了极坏影响。

为严明纪律，警示他人，院
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段某梅停岗
6个月处分，对于非法所得的
298元，给予15倍罚款的处理
决定。此外，妇产科主任吕某，身
为科室主任，对科室管理不善，
负有直接领导责任，降为科室副
主任试用。

医生接诊私售保健品被停岗半年
医院还决定:对于其非法所得的298元，给予15倍罚款的处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文图

在正规医院看病，却遭遇不正规的治疗，日前，鹿邑
县孕妇孙女士就碰到了这样的蹊跷事。2020年12月
29日，她因怀孕到鹿邑中山医院就医，结果接诊医生段
某梅私自卖给她一款保健品，且在科室内扫码收费，所有
过程未经医院药房划价售卖，也没有开具正规票据。

日前，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采访后，引起鹿邑中山
医院高度重视。1月7日，该院向记者反馈说，经查，患者
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目前院委会已对涉事医生作出停
岗6个月及罚款的处理。

本报讯 看到路口散
落一地的碎石，你会怎么
办？来自洛阳偃师的小
伙董冠杰，在这个寒冷的
冬天，用自己的热心举
动，给出了一个最为温暖
的答案。1月6日，大河
报AL03版独家报道洛阳
热心小伙董冠杰，看到落
石影响道路交通后，主动
下车徒手清理碎石的新
闻，引来网友无数点赞。
1月7日，这位热心的洛
阳小伙，也因自己的善举
荣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大河报推出的天
天正能量特别奖，奖金
5000元。

董冠杰今年36岁，是
偃师豫剧团一位豫剧演
员，平时也担任演出时的
大车司机一职。1 月 5
日，董冠杰在演出途中路
过一个路口时，发现斑马
线前散落着许多碎石和
砖块，“当时大概中午12

点多点，我在碎石的对向
车道行驶。”董冠杰说，当
时就想下车将碎石清理
一下，但是因为要赶着演
出，并且距离碎石较远，
董冠杰并没有立即将碎
石清理掉。

下午5点多，董冠杰
返程时再次路过这个路
口，远远他就看到了依然
散落一地的碎石，从他
第一次经过到再次路
过，中间相隔4个小时。
在这个繁忙的路口，碎
石不仅影响来往车辆，也
给过马路的行人带来了
困扰。看到纷纷避让的
车辆，董冠杰果断将自己
的大车停在碎石前，利用
等红绿灯的间隙，迅速下
车将碎石和砖块搬离车
道（如上图），“时间太短
来不及清理完毕，只能先
将大块搬走，一些小块碎
石清理在两侧，这样就不
会影响车辆通行了。”

徒手清理路面碎石
洛阳小伙获正能量特别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曼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