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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汤阴县万山畜牧有限公司、

王麦场:本委受理申请人汤阴
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与你方股权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10
30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郑
仲裁字第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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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尸源

●2021年6月12日06时43分我

所接110指令:群众报警称人

民公园莲花池旁发现一名男

子死亡,民警赶到现场,经刑侦

勘验现场后排除刑事案件。

截止目前,死者身份仍无法确

认。死者男性,身高约170cm,
年龄约50岁左右,体型偏瘦,短
发,上身穿灰色外套,下身穿深

色裤子。如有知其身份者,请
及时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

局铭功路派出所联系。

联系单位:郑州市公安局二七

分局铭功路派出所

联系人:赵警官86251000

声明

●张智宸,男,出生时间2014
年11月7日3时19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为O410299803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邦之帆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编号410104
3361803，声明作废。

●姓名王贵炎,身份证号:4113
22199111135323,将河南谦晟

祥和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60
03993号收据遗失，金额210
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P411252223，姓名：杨

棵，性别：女，出生日期为2015
年9月9日11时5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汝州市鸿志双语学校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遗失,
统一代码:豫汝0101015241
048205599759X9,声明作废。

●本人付瑞祯丢失河南永威置

业有限公司永威城澜溪庭(房
号)6-1102购房款收据1张:编
码00022025（金额128733
元);维修基金收据1张:编码

00022026(金额5837元),特
此登报作废。

●王树敏遗失开封晖达中南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

，票号190466509，金额19
8793元，开票日期2020年
3月31日，声明遗失。

●编号:Ⅰ410241853，姓名:王
钰涵，性别：女，出生日期为

2009年5月21日11时12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李语涵，女，出生时间2014
年8月2日11时42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为O410289055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麻辣江湖饭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0
JF658G，声明作废。

●河南省德昌环境卫生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200326905387J）遗
失老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周威（身份证号:41022119
9012109872)遗失开封技

师学院毕业证，证号:1002
010137，声明作废。

●河南镀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1枚，编号410104
3343340，遗失财务章1枚，

编号4101043343341声明作废。

●周珍珍，路劲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开具维修基金票号：

00005619，金额 7463.95元，

物业费票据：16938049金
额2484元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梁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号410103003679丢失作废。

●崔二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号410181016610)丢失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阳再

生资源回收站营业执照副本

410198600134914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购房人：薛景朝，

身份证号：4107281991081715
17不慎遗失一份购房合同，合

同编号为202007002166，房屋

坐落：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恒

大童世界家园B区55号2单元

23层2303。特此声明。

●郅云蕾遗失三门峡市明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建业

桂圆2-2-808号房定金,房首

付款(编号2295621.2295666
金额5000元33532元)声明作废。

●信阳市金通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许可证遗失,文号：

豫旅【2003】097号,编号：

L-HEN15010,声明作废。

●曾家豪，男，出生时间2015
年1月8日11时40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为O410298882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蒋翠不慎遗失郑州豪森

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票

据号为0000000000000235，金
额2916元的租金保证金收据，

现声明收据原件作废，不作

为退押金依据。

●荥阳市豪布斯卡爱斯即膜护
肤品专柜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82M
A444K2J20）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商客隆烟酒商

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457
C7T1B,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书香托管服

务部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遗失，登记证号:924103
04MA47H6QJ0G，声明作废。
●信阳福菱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一辆福田汽车合格证（车
辆识别代码：LVBV3JBB5LE1
78093）丢失，声明作废。

郑西高速尧栾段于
2020年12月26日建成通
车，道路贯穿伏牛山腹地，
途经鲁山县、嵩县、栾川县，
沿线有尧山、木扎岭、白云
山、老君山等30多处景区，
沿途风光秀丽，一路风景如
画，被称为“河南最美高速”

“云中高速”。
时隔半年，记者再探

“最美高速”。雨后，伏牛山
余脉青山如画，云雾飘渺，
现代化的民居掩藏在绿树
青山间。郑西高速尧栾段
穿梭其中，车行山间，人坐
车中，如入画境。

“前几年外出打工，出
门很不方便，倒几趟车才有
高速，这条高速修通，很方
便。”38岁的陈延峰是洛阳
市嵩县车村镇孙店村村民，
高速带给他的不仅是出行
方便，如今他是郑西高速尧
栾段白云山服务区的一名
保安，在家门口就业，还能
照顾家人。

在龙峪湾收费站，栾川
县庙子镇咸池村党支部书
记朱红喜也深有体会，他说
郑西高速尧栾段没有开通
之前，从国道去平顶山、许
昌、漯河、南阳等，平均最少
需要4个小时，现在驾车走
高速只需2个小时就到了，

去郑州也非常方便。
同时也直接带动了经

济的发展，栾川县在咸池
村5组的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龙峪湾康养民俗集群
项目”，计划投资5亿资金，
位于后咸池的温泉民宿项
目、现代物流园项目正在
顺利实施，由于尧栾高速
带来很多商机，这些项目
将带动整村和庙子镇经济
全面发展。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高
速公路洛阳管理处副处长
吴焕功说，高速修通最直
接的受益者还有沿线的三
十多家旅游景区。尧栾高
速于2020年12月开通，近
半年来，平顶山、许昌、南
阳、漯河、襄阳等城市赴栾
川入园游客较前增长了
50%以上，团队数实现了翻
番。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交通部门积极探
索“交旅融合”发展新模
式。尧栾高速的白云山、尧
山东服务区作为试点，将打
造全国前列、全省标杆的

“交旅融合”示范服务区。
目前，这两对服务区的

整体招商工作正在进行，已
经通过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对外发布招商公告。

9000多米！我省第一长公路隧道将通车

“河南最美高速”
今年再“美”48公里

郑州至西峡高速公路的
尧栾段，因穿梭在豫西伏牛
山腹地，经过30多个景区，
沿途风光秀丽，一路风景如
画，被称为“河南最美高速”
“云中高速”。6月18日，大
河报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
今年栾川至西峡高速公路的
栾双段将建成通车，该段全
长48公里的高速路接力尧
栾高速继续“美”下去。届
时，全长超9千米的伏牛山隧
道通车，成为我省最长的公
路隧道。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邵可强 文图

郑西高速栾双段今年9月底建成通车

“这一条隧道我们修了3
年多，等到通车后，它将是河
南第一长公路隧道。”河南省
尧栾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质监部部长于金伟所说的
隧道是伏牛山特长隧道，是郑
西高速栾双段的控制性工程。

该隧道位于栾川县和西
峡县之间，左线全长9161米，
右线全长9183米，截至5月
20日隧道各分项工程已全部
完成。

6月18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施工人员在隧道内铺设电线
等基础设施，左右隧道的基础性
工程已经完成，路面铺设平整，
等待最后的收尾工作。

于金伟说，伏牛山隧道横
跨秦岭余脉伏牛山系，全隧穿

越6处断裂带、4处浅埋段，最
大埋深769米，集中了断层破
碎带、隧道岩爆、涌水等诸多
不良地质，安全隐患和施工难
度较大。不过，施工方克服困
难，历经1230多个日夜施工，
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去年12月通车的郑西
高速尧栾段被称为‘最美高
速’‘云中高速’，栾双段建成
后也继续很美。”省交通运输
厅有关人士介绍说，郑西高速
栾双段项目全长48.4公里，设
计时速80公里，双向四车道，
桥隧比近80%，平均海拔在
750米以上，沿途有老君山、
养子沟、龙峪湾、重渡沟等多
个4A级以上著名景区。可以
说，“河南最美高速”再“美”48

公里。
据了解，栾双项目计划于

今年9月底建成通车，届时，栾
川到双龙的开车时间仅需1.5
小时，较原来缩短一半。

记者注意到，栾双段通车
后，郑西高速仅剩双龙至西峡
段在建，而该段全长13.44公
里，计划2022年建成通车。

未来，全线贯通后，嵩县、
栾川县等洛阳市南部山区的
居民，向东至郑州、向西至西安
更加便捷；尧山到栾川、西峡
也不用再从山路绕行，与以往
相比，通行时间分别缩短1~2
个小时。这对于助推沿线扶
贫攻坚、带动豫西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促
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最美高速”带沿线旅游景点“出圈”

伏牛山隧道正在进行收尾施工

穿梭在青山白云间的尧栾高速

进展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