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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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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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寻人启事

●走失人：王同湘

精神不正常，南

阳市卧龙区潦河

坡镇大沟村瓦房

庄组，联系电话

15093018288、15565775012

公告

●我店合同即将到期,自登报之

日起停办所有会员,请在本店

办理登记过会员的顾客于20
21年1月31日前尽早来店消费，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郑州

市惠济区赖胖子餐饮万达店

● 企业减资公告

河南博康电子设备销售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0778459841)股东决定

,即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8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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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 校长变更公示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现声明校长变

更,校长由路瑶变更为杨伟君,
变更前无债务债权问题,变更

后的债务债权由杨伟君负责。

联系人杨伟君,联系电话1352
3022777。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2021年1月11日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石秋玲、董睿鑫:本委受理

申请人吴天才与你方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2019)
郑仲案字第0035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委(2019)郑仲裁字第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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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71-67175972

声明

●王魁遗失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证，

证号：142451201206010249，
声明作废。

●赵俊德购买许昌空港新城置

业有限公司空港新城第19号
楼东1单元11层西南房的首

付款收据（编号3015842金额

103146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顿勤实业有限公司原法

人章（法人:张浩）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华正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788
0889088，声明作废。

●禹王台区宇飞暖通商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205MA448LQ
F74，声明作废。

●河南三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80041749）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书画院公章、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86995277）
遗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杨缘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公章（4103230011699）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奥力华南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和合同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900855,姓名为李

姝瑶,出生日期为2019年7月19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 遗失声明

郑州同济医院不慎遗失郑州

银行金城支行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9380620120141310，
核准号J4910013860202)及法

人章、财务章、公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酒源不慎遗失中级教师任职

资格证，证书编号：C159101
50300300，声明作废。

●河南德智信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349478736H声明作废。

●编号为U410028302，姓名为常
诺伊，出生日期为2020年01月
0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声明作废。

●河南双诚隆利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公章和财务章丢失，

声明作废。

●洛阳市普照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
号410304576333502声明作废。

●冯亮00172003号税收缴款书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焱花棒童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
103601230049)丢失声明作废。

●贺红霞坐落于巩义市广陵路

的房屋所有权证（巩城私字

第7051号）丢失声明作废。

●淮阳县康鑫药店第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遗失，备

案号：豫周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70122号，声明作废。

●中牟县雁鸣湖镇浴龙湾温泉

洗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10122MA3XG4C15E公章

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汇兴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副本丢失，证书编号：

豫交运管许可郑字4101040
07959号，声明作废。

●陈朋，渠利芳遗失河南中诚

世家置业有限公司开具凯旋

城23号楼1单元13层1303
室首付房款,收据号5259336
金额118368元(相关费用收

据号2799443金额22785.48
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喜龙烟酒商行

遗失公章（编码：4103050
070198）一枚，声明作废。

●丁自兰机动车驾驶证遗失，

证号412724197205156965
特此声明。

●邓州市裴营乡张庙村李庄卫

生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
本遗失，登记号PDY000523
41138112D6001声明作废。
●商水县纪英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原银行预留印鉴公章、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素丽遗失登封市中医院开
具的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据

代码:豫财410214票号:05791
99金额5772.85元，声明作废。

●权利人王利玲因保管不善,将
房屋他项权证号D1207062794
号房屋他项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河南远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1410104660928939L)营业

执照副本、公司公章、法人章
及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李鑫遗失河南日报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建业君邻大院·宋
轩项目定制意向金收据金额:2
万元编号:2040773，声明作废。
●中牟县青年路办事处行政执

法人员：樊守娜,执法证号:
豫A08-203057；李趁梅,执
法证号：豫A08-190480遗
失，特此声明。

1月11日，记者从河南省
疾控中心了解到，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河南制作出了一个“河
南水碘地图”，点开这个图，你
会清晰地看到你所在的地区究
竟是高碘地区还是低碘地区。

全省66.1%的行政村（居
委会）属于低碘区

“碘缺乏病是世界上分布
最广泛和受危害人数最多的一
种地方病，我省也是一个缺碘
省，有 66.1%的行政村（居委
会）属于低碘地区。”省疾控中
心地方病预防控制所所长郑合

明说，目前，河南省共有行政村
（居委会）50908个，其中，高碘
地区8848个，适碘地区8409
个，低碘地区33651个。

为了让老百姓更清楚地知
道自己所在的行政村（居委会）
是高碘地区还是低碘地区，
2019年至 2020年，河南省疾
控中心的专家们根据2017年
全省的摸底调查结果制作出了
这个地图。

点开这个地图，记者发现，
这个河南地图上以县（市）为呈
现主题，点开任意一个县，这个
村的所有情况会一目了然。

比如，点开延津县，地图右

侧清晰地写着延津县共有行政
村（居委会）339个，其中高碘地
区行政村（居委会）71个，适碘地
区行政村（居委会）232个，低碘
地区行政村（居委会）36个。

如果想知道每个村具体的
水碘值，点击“更多”，则延津县
339个行政村（居委会）每个村
的含量会清晰地展现：比如延
津县西街村村民委员会的水碘
值为56.1（适碘地区），延津县
马庄村村民委员会水碘值为
199.7（高碘地区），延津县张庄
村村民委员会水碘值为 15.7
（适碘地区）。

低碘地区居民
应食用加碘食盐

郑合明介绍，水碘值在
100.0μg/L以上的地区，称为
高碘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应食
用未加碘食盐，高碘病区（水碘
值在100.0μg/L以上且甲肿率
>5%的地区）居民改饮低碘水，
预防高碘危害。水碘值在
10.0-100.0μg/L的地区则是
适碘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当一
个地区的水碘值在10.0μg/L
以下时，这个地区则属于低碘地
区，那么，居民应食用加碘食盐，
防止碘缺乏造成的危害。

如果低碘地区孕妇不吃碘
盐，生出的宝宝又小又傻又聋；
学生不吃碘盐，个子长不高，学
习学不好，还会得甲状腺肿大
（粗脖子病）。

本报讯 1月11日，智联
招聘发布《2020年冬季郑州
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
告》，分析郑州地区2020年
冬季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
给方面的数据，追踪郑州劳
动力市场人才供求状况，不
管你是求职者还是职场人，
进来看看都会有收获。

“2020年冬季郑州地区
的竞争指数相对于2019年
同比呈上升趋势。从薪酬水
平来看，整体的平均薪酬水
平呈上升趋势，在全国核心
城市中的排名上升一位，且
高薪群体有小幅扩张。”智联
招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郑州地区
2020年冬季求职期的平均
薪酬为7917元/月，较上一
季度薪酬环比上升2.9%，同
比增速则为1.8%，在全国38
个主要城市的薪酬水平中排
名第二十八位，与上一季度
相比有一个位次的提高。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
看，平均月薪 8000元以上
的 职 位 占 职 位 总 量 的
32.3%，扩张2.2个百分点；
6001元/月至8000元/月的
则小幅扩张至26.4%，而月
薪在4001元至6000元的群
体比例最高，该季度略有下

降，达到32.8%。
该负责人介绍，具体到

行业方面，基金/证券/期货/
投资行业的平均月薪以
20.8%的环比增速和10.6%
的同比上升至11207元/月，
环比上升3个名次至行业第
一；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
机构行业平均月薪为9812
元/月位居第二，该行业薪酬
环比增速为52.8%，在高薪
排行榜中最为亮眼。

此外，信托/担保/拍卖/
典当行业的平均招聘薪酬
下降21.1%，降幅最为明显，
因此排名也由上一季度的
首位下滑至第三名。银行
行业的平均薪酬也环比下
降4.6%到9272元/月，排在
第四。

智联招聘2020年冬季
在线数据显示，郑州地区竞争
指数33.4，环比下降0.9，而同
比上涨8.8，该季度排在第十
三名，较上一季度上升两位。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郑
州地区2020年冬季竞争最
激烈的职业是交通运输服
务、财务/审计/税务和IT质
量管理/测试/配置管理。此
外，土木/建筑/装修/市政工
程、行政/后勤/文秘的竞争
也较为激烈。

河南水碘地图来了

吃盐加不加碘？点开地图就明白
郑州哪些行业工资最高？
答案来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樊雪婧

目前，这个水碘地图既可以登录河南省疾控中心官方网址（http://
www.hncdc.com.cn/）查看，也可从“河南疾控”官方微信查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