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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 办公用房招租

郑州市经开区航海东路 1507
号正商经开广场 6号楼 601,面
积:908.48电话:13783638810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爱贝雅宠物用
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1040
0008092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木子蓝鲜花店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0103MA4758
LN1R，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小郭修车店(代
码 92410102MA442MJJ57)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九同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
410000415804916F，发证日期：

2017年11月21日，有效日期：2
022年5月31日)遗失，声明作废。

●黄泽凯,男,出生时间 2014年
10月 15日 11时 28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为O410292302丢
失，声明作废。

●梁逸芸,女,出生时间 2015年
1月 12日 9时 25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为P410580152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马松航公寓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10104MA44XEN
53M，声明作废。

●敬涵翔，2008年 2月 22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I410545975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韩佳珂，2009年12月27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J410409910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登封市唯达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号

410185000045102声明作废。

●平顶山方鼎大药房有限公司

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豫DA3750781声明作废。

●编号O411637054姓名：马梓

博出生日期为 2014年 10月 26
日 07点 28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 S410376026，姓名

彭瑜成，出生日期 2018年 0
9月 1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魏鸿宇身份证号:410221198
608230222河南省开封市龙

亭区盛世宝隆 5号楼住宅楼 2
单元第 14层 1402F号房购房

发票遗失,票号:22671538,
金额:426167元,声明作废。

●张江涛买洛阳市银河小区 9
号楼 1单元 901室购房收据丢

失,票号:1004152金额:82597
元,票号:1004193金额:50000
元,声明作废。

●刘建伟遗失医师执业证（证

书编码 110410108000180）
声明作废。

●编号 O410972221,姓名郭苡

芮,出生时间2014年11月19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O411604328,姓名为徐

铭辰,出生日期2014年5月17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我单位不慎将《郑州市扬尘污

染防控督查整改通知书》（编

号：0005391—0005400、00054
78、0005479、0005481）遗失，

声明作废。

●裴丽遗失河南省清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5日
开具的首付款 6-2110房款收

据，编号 0002710，金额 1140
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升捷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编号4101830041268
声明作废。

●洛阳康信达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
3002000042、副本41030020
00042(1-2)(2-2),声明作废。

●郑州琦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8MA44TPTE3C)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和盛康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8MA44TPPY1M）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发布“大气十条”

高温时段严禁墙体喷涂作业

对凡是“8个100%”
不达标的一律依法实施
停产整治；加强 VOCs
(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
源头替代，严格落实高温
时段禁止墙体喷涂、各类
管道与构件防腐喷涂等
作业的规定。

7 月 13 日，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从郑州市
政府办公厅了解到，《关
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十条措施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已经发布。《通知》还
要求加快组织“3+2”新
能源车辆替代工作，确保
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全面开展扬尘治理达标行动
“8个100%”不达标的一律停工

《通知》提出，市控尘办要立即组
织开展全市扬尘污染集中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对全市所有施工工地开展
拉网式排查，对凡是“8个100%”不达
标的一律依法实施停产整治，验收通
过后方可恢复施工。

对道路沿线，尤其是市区内的人
行道、绿化带提升工程等动态施工作
业，未湿法作业、防尘网覆盖不全的
一律依法停工整改。

加强施工工地监督管理。全市
施工工地要全面实施智慧化提升，对

暂未完成智慧化提升的工地实施“三
员”驻场监管，对土石方工地严格落
实科级干部分包制度.

严格实施信用评价联合惩戒，6
月份，对严重违法的企业，要列入“黑
名单”，并进行公开曝光。

加强扬尘污染全方位清理。《通
知》要求，要加强对重点路段、重点时
段洒水保洁，确保全部达标；加强对
矿山、裸土、堆场等扬尘源的动态管
理。持续开展全城清洁行动，确保全
覆盖，无死角。

防治臭氧污染
高温时段禁止墙体喷涂作业

午后高温时段，气温升高，臭氧污
染也随之提升。臭氧在高空是佛，在
低空是魔。如何整治臭氧污染？

蓝天白云，就一定说明空气质量
优良吗？实则不然。每到夏天，随着
太阳辐射的增强，臭氧污染开始成为
隐蔽性极强的污染。

夏天的空气扩散形势较高，颗粒
物污染不太常见，臭氧污染往往在午
后时分成为首要污染物。以13日的
郑州为例，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在午后
时分达到了176微克/立方米。由于
平均浓度不算太高，所以郑州的空气
污染等级尚能保持良的水准。

但是，臭氧浓度一旦超过一定数
值就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那么，臭氧的来源是什么？据了
解，其来源主要由两种污染来源组成：
天然来源是高空臭氧层的流入，譬如
土壤、闪电、生物排放等，人为来源则
是燃煤、机动车尾气、石油化工等排放

出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在《通知》所发布的10条措施中，

5、6、7条都是关于防治臭氧污染的，分
别如下：深入开展工业企业全面达标
行动。对全市2475家涉VOCs企业
开展全面排查，确保全面达标排放，对
发现问题的依法实施停产整治，整改
任务完成后方可复产。

加快涉 VOCs“一企一策”治
理。对产排污比较大的涉VOCs企
业开展“一企一策”治理，对治理技术
要求高、治理难度大的、夏季VOCs
挥发较高的有色金属压延行业开展
定点帮扶，指导做好全过程VOCs控
制。

加强VOCs面源污染控制。加
强VOCs原辅材料源头替代，严格落
实高温时段禁止墙体喷涂、各类管道
与构件防腐喷涂、围栏喷（刷）油漆、切
割焊接、铺设沥青和涂料画线作业等
有关规定。

重点区域精细化管理
完成“3+2”新能源车辆替代工作

第七条措施是完善控尘工作机
制。市控尘办要强化综合协调作
用，加强对全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调
度，各行业管理部门要紧密配合。市
城管局要抽调执法人员充实到市控
尘办督导一线，加强执法联动。

第八条是加强重点区域精细化
管理。加强重点区域专责组工作机
制建设，对重点区域周边 500米、
1000米内所有污染源进行排查，建
立台账，进行逐个销号，提升重点区
域精细化管理水平。

第九条是加快推进年度攻坚任
务。市城建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
要按照年度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倒
排工期，加快组织“3+2”新能源车辆
替代工作，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根据《郑州市2021年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3+2”（渣土
车、水泥罐车、重型货车和出租车、
物流车新能源车辆）替代工作，主要
是出台新能源渣土车、新能源水泥
罐车、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实施
方案；10月底前完成国四柴油环卫
车辆淘汰和新能源替代任务。

年底前完成全市10854台巡游
出租车新能源替代任务，新能源渣
土车总数达到1000台，新能源水泥
罐车总数达到1000台，新能源物流
车总数达到30000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据了解，臭氧浓度在 200 微
克/立方米以上，会损害中枢神经
系统，让人头痛、胸痛、思维能力下
降。一些易于过敏的人，如果长时
间暴露在臭氧超标的环境中，会产
生皮肤刺痒、眼睛刺痛、呼吸不畅、
咳嗽及鼻炎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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