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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珊菊、郭裕芳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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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云、李延辉:本委受理申请
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

五路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纠
纷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
0662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
郑仲裁字第 0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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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声明

●编号:P411228480，王梓桐，出
生日期 2014年 05月 2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余利祥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
台拍得雷猛购买位于驻马店
正阳县正阳建业城 1号楼 1单
元 501户房产，雷猛购房首
付款发票，开票日期：2018
年 5月 28日，发票代码：410
0174350，发票号码：0202
5835，开票金额：313609元，
声明作废。

●编号:P410000033巴语嫣，出

生日期2015年01月23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 声 明

关于毋建军与王文军在河南

省焦作市映湖路和谐嘉苑 12
号楼一单元 1302号房屋一套

交易之事，已在河南博骐置业

有限公司经双方同意，原王文

军现已更名为毋建军，更名后

王文军说购房票据丢失，后经

焦作市解放区法院判决房屋

归毋建军所有，现声明该房

屋收据作废，如王文军有异议，

限十五日之内与法院联系，否

则认定王文军对该房屋无异议。

●张正文(身份证号 410106193
702190018)中国长城铝业有

限公司退休证遗失声明作废。

●蒋美玲，女，助理医师资格证

书（编码 20134121041232819
7712301825），发证日期：20
13年 12月 18日；执业证书（编

码 210411481000684），发证

日期：2014年 08月 30日，以上

证书均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全盛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因保管不善，开户许可证遗失，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郑州

金水支行，开户许可证号 J491
0075411001，声明作废。

●河南广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员工杨鑫波公路造价师证(编
号:1241010799,有效期至 2025
年 8月 25日)丢失,声明作废。

●张伟英于2021年2月护士资格

证遗失,编号 11198784开封市

尉氏县庄头卫生院,声明作废。

●谢文新,身份证号:4325241982
04114015将购买的郑州泽龙

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升龙又一

城D区车位D-606的协议和发票

(票号为00714681,金额为89000
元)于2020年1月1日前遗失,现
声明上述协议及发票作废。

●河南通富机械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号 41018133051
53）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O411111791,姓名徐浩翔,
出生日期 2014年 5月 18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袁悦晴，2019年 7月 2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T410025592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袁悦舒，2019年 7月 2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T410025591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本人秦可身份证号41010519
7904041039，不慎将河南中

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收据遗失，收据号为01343909，
金额是柒仟陆佰伍拾捌元叁
角，特此声明作废。

●新密市城关镇老城基督教堂
不慎将中国工商银行新密矿

区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 准 号 ：J4910025346401，
特此声明作废。

关于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和非公路标志标牌的公告
为确保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清理工作有序开展，最大

限度减轻广告设施清理工作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的不利影
响，进一步减少高速公路沿线安全隐患，打造“畅通、安全、绿
色、舒适、美丽”的高速公路行车环境，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21〕28号）、驻马店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驻马店市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驻政办明电〔2021〕32号）有关要求，驿阳
分公司联合驻马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马店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在新阳高速、许广高速管辖范围开展清
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清理范围：新阳高速K0—K172+21、许广高速K102+
105—K170+400区间，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沿线广告设施和
非公路标志标牌。
二、清理期限：202l年9月21日前，广告设施和非公路标志标
牌权属单位要主动按要求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一律按
照无主物处理，驿阳分公司将于202l年10月22日前组织拆
除。在拆除过程中，对妨碍工作人员履职，影响拆除工作的，
视情节将移交公安机关审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6-3337300

2021年9月11日

关于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段养护项目施工
期间采取限制交通措施的通告

按照2021年养护提升项目施工计划，2021年9月12日至10月25日，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洛阳分公司将对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段路面进行铣刨摊铺。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畅
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施工路段将采取封闭部分车道限
速通行的限制交通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2021年9月12日至10月25日，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段进行路面铣刨摊铺和病害处治专项养
护施工，1、K697-K700封闭北幅（西安方向）三、四车道；2、K702北幅西安方向车辆靠左行驶、转
济洛高速车辆靠右行驶；3、K733封闭南幅(郑州方向)四车道；4、行驶上述施工路段车辆速度不得
超过每小时80公里。

途径该路段车辆请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行，也可通过河南高速公安微博微信平
台、高速公路沿线电子显示屏获取道路通行信息。请过往车辆合理选择出行路线。特此通告

洛阳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分公司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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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上午，第十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在洛阳市体育中心自
行车馆开赛。在首枚金牌诞生的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奥运冠军鲍珊菊、钟
天使携手郭裕芳出赛，毫无悬念地拿下金牌，这是河南代表团在本届全
运会竞技体育比赛中的首金。

奥运组合出马，一骑绝尘拿下首金

全运会金牌，是她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和目标

奥运组合出马一骑绝尘，河南全运首金入账

鲍珊菊和郭裕芳在全运会比赛中

鲍
珊
菊
和
郭
裕
芳
在
赛
后
合
影

按照本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
项目的规定，“奥运原班人马可以
参与全运角逐”，获得的成绩则归
属队员所在的省份。在东京奥运
会上，河南自行车选手鲍珊菊与上
海老将钟天使搭档，在女子团体竞
速赛中以打破世界纪录、奥运会纪
录的成绩夺冠，另一位河南选手郭
裕芳作为替补为两人保驾护航。

在上午资格赛中，鲍珊菊和郭
裕芳组成搭档率先出场，两人以
32.582 秒拿到资格赛头名晋级。
在随后中午的小组赛中，鲍珊菊的
搭档换成钟天使，两人一骑绝尘，

再次以32.096秒位列所有队伍之
首，进入金牌争夺战。

傍晚，奥运组合队与江苏队进
入金牌争夺战，出现在起点线上的
是郭裕芳与钟天使，这多少有些让
人意外。事实上，这样安排，体现
出了教练组的用心。没能登上奥
运领奖台，对于郭裕芳来说是个遗
憾，在派谁出战都有把握夺金的情
况下，选择郭裕芳，对她也是一种
激励和肯定。

最终，奥运组合队以32.438秒
夺下冠军。“这块金牌在意料之中，
她们毕竟是奥运会冠军，姑娘们今

天非常拼，保持了
很高的竞技水平，
为她们感到骄傲。”
河南自行车队教练
高亚辉说。

随着这枚金
牌被稳稳收入囊
中，河南代表团也

正式打开了
全运会的金
牌账户。

“比过奥运会之后，感觉什么比
赛都不紧张了。”赛后，对于自己的
夺冠秘诀，鲍珊菊概括得简单明了，

“因为我们回来之后隔离了很长时
间，其实赛前我也不太确定自己的
状态如何，想的就是全力以赴去比
赛就行了。”她说。

郭裕芳告诉记者，虽然奥运会她
没有参赛，但经过历练，她也成长了
很多。“在东京感受到了奥运氛围，即
使没有上场，我也是挺紧张的。这一
次在洛阳主场作战，来了很多队友为
我们加油，气氛要轻松得多。”

鲍珊菊和郭裕芳都来自洛阳汝
阳县，2012年，两人同时进入体校开

始场地自行车的训练，从青运会、亚
洲杯、世界杯，两人作为搭档一步步
走上了奥运舞台。第一次在家乡比
赛并拿到全运会金牌，对于两人来
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和郭裕芳
是从小一起成长的队友，上一届天
津全运会失利后，拿到这枚金牌就
是我俩一直以来的梦想和目标。”

9月11日，自行车赛场将产生
男子团体追逐赛、女子团体追逐赛、
女子250米计时赛三枚金牌。作为
世界上单圈速度最快的选手，鲍珊
菊将在女子250米计时赛中全力冲
击自己的第二枚全运金牌，对此，她
信心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