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南三环未来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目
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分类信息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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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举办者变更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福路贝尔幼儿
园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办者
由王浩、赵金玉变更为王浩、
杨莹。变更前无债务债权纠
纷。变更后债务债权由举办
者王浩、杨莹负责。联系人：
王浩，联系电话：13938426961。

◆变更公告：郑州高新区丞闳
幼 儿 园 教 民 号 ：14101026000
4338，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
办者由河南一丞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变更为河南滋璞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变更前的债务
债权问题由河南一丞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变更后的债
务债权由新举办者承担。联
系 人 ：张 老 师 ，联 系 电 话 ：
0371-55171700。

◆郑州郑东新区蓝桉甜品（代
码：92410100MA9K35KB9Y）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铁成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0104MA9GPYTL3Y，
声明作废。

◆河南百之顺物流有限公司
丢失豫 A0370P 道路运输证，
证号：豫交运管郑字 41011400
5366 号，发证日期 2020 年 12
月 25 日，现已丢失，声明作废。

◆侯单单（身份证号：410224
198410122348）不慎将兰考县
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祥龙
佳苑 1号楼 3单元 28 层东户开
具的购房款收据遗失，金额：
441072元，声明作废。

◆朱彦梅，工作单位：郑州市骨
科医院，护士执业证书遗失，编
号：201041021273，声明作废。

◆郑州皓之创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编 码 ：4101000239038，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雪狼旅游客运有限公
司豫 A7198P 许可证明：00209
74；豫AK0369许可证明：00209
53 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鑫亚华防水
材料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 ，注 册 号 ：4101056003392
36，声明作废。

◆吕振华的人民警察证（证号：
12590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丰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04034027836）、
财务章（编号：4104034025091）
及 法 人 章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

◆河南豫上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182MA3XDTRL6N，公章和法人
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刘天义（410125194607244018）
白坪乡二岚沟村二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书号
豫（2017）登封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第 077824 号，编号：NO.
J4101850007202，声 明 作 废 。

◆张新强（410125196308134037）
白坪乡二岚沟村四组，《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书号
豫（2017）登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第 077921 号，编号：
NO.D4101850061365，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拜特爱斯
餐饮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10
100MA440AHT0E，声 明 作 废 。

◆储根南，不慎将人民警察证
遗失，警号：103277，特此声明。

◆河南工业大学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学生肖金辰：202030190317、
姚朋成：202030190314、陈豪杰：
202030190712、康佳炜：202030
190809，以上学生证丢失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余文
涛服装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
MA9GN8355J，声明作废。

◆尹四妮：412821198006112928，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70080002015005448，声明作废。
陈 海 霞 ：411527198212159023，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50000002019018710，声明作废。
方天菊 ：411527198408230522，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50080020171200652，声明作废。

◆虞城县京港百货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425
20000633，声明作废。

◆河南莱尔达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章丢失，特此声明。

◆伊川县刘庄创盈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代码：93410329
MA44H3NB54）经决议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贾红亮豫 AZ1960 道路运输
证 丢 失 ，号 ：410114001285，
声明作废。

◆申中辉，荥房权字第 140106
7936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
伟的三方就业协议书遗失，编
号 ：110202121，声 明 作 废 。

◆贾红亮道路运输许可证正
副本分别丢失，号：41011400
0451， 声 明 作 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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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 五一假期临近，不
少人咨询省内各地目前进出规定是什么？这
不，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为你整理了河南18
地出行防疫政策。需要提醒的是，各地防疫政
策可能随时调整，为避免耽误行程，请您出行前
务必电话咨询相关部门确认最新防疫政策。

入郑防疫政策：
郑州市域外入（返）郑人员需提前3天向居

住地所属社区报备，并登录“郑好办”App—返
郑返豫人员登记管理—返郑人员登记管理，按
实际情况如实进行线上填报。

1. 省外人员和省内发生疫情的地市人员
入郑须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郑
后请按属地要求严格落实个人疫情防控措施。

2. 对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乡镇或者街道
入（返）郑人员：落实“14+7”措施，即14天集中
隔离、7 天居家健康监测。对自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县（市、区、旗）且除上述乡镇或者街道之外
的入（返）郑人员，落实14天居家隔离措施。

3. 对自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
（市、区、旗）入（返）郑人员：落实7天居家健康
监测，健康码赋“黄码”，允许“黄码”人员返回居
住地，除核酸检测外非必要不外出，待居家健康
监测结束后转为绿码，方可恢复正常活动。

确需离郑人员：
健康码、行程码为绿，体温监测正常，非封

控区、管控区等需落实疫情管控措施的人员，可
正常离郑。（经汽车站出行需提供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李佳 通讯员
王莉敏 文/图）“虽然没有家人的陪伴，但这个生
日很有意义，让我终生难忘。”4 月 24 日晚，在郑
州市航空港区龙王办事处，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门诊办护士袁昌华度过了自己特殊的28岁生日。

根据上级疫情防控统一部署，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抽调单位部分医护人员奔赴航空港区内
各封控区进行入户核酸采集。

4月23日，因任务繁重，核酸采集医疗队决定
将12名队员进行转场，袁昌华正是其中之一。收
到通知后，她立刻收拾行装，并悄悄打电话告知
蛋糕店，由于工作调动，第二天的蛋糕就不用送
了。

4月24日，袁昌华像往常一样，凌晨4点20分
起床，4点50分集合，5点30分出发到封控区上门
进行核酸采集，一整天下来，十几个小时的高强
度工作，让她和同事都累得直不起腰来。

让袁昌华没有想到的是，和她一样辛苦的带
队护士长刘晓璐和核酸检测队伍的小伙伴们早
已悄悄为她安排了惊喜。

晚上 8点 30分，在一片“祝你生日快乐”歌声
中，龙王办事处书记陈展、主任孔凡彪为袁昌华
送来了生日蛋糕与鲜花，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逆行的“大白”们送去属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在生日烛光映照下，袁昌华许下了生日愿
望：疫情早日结束，郑州市人民的生活都能回归
平静和安宁。

疫情突然而至，生日如期而来。袁昌华说，这
不是自己第一次参加医疗队外出进行核酸采集，
但战地生日让自己永生难忘，无比感动！她会用
实际行动来坚守岗位，全力抗击疫情。

作为支援航空港区的一名护士，她忙得顾不上过生日，但小伙伴们为她送上惊喜，她许下愿望：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大家的生活都能回归平静

返乡、出行需隔离吗？
看准这些防疫政策

关于河南 18 地
出行防疫政策，扫码
上顶端阅读具体内容

身穿防
护服的袁昌
华打出胜利
的手势

扫码上顶端，阅读更
多关于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大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