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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郑市中华北路
!"

号
联系人!赵秀敏 樊玉梅 李惠敏 赵淑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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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郑市郑新路北城墙口路西侧

联系人!范书堂 刘海霞

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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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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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专

科纯中药治疗乳腺瘤!子宫瘤!卵

巢瘤!恶性淋巴瘤!胃部肿瘤!肺

部肿瘤!鼻咽瘤等"无痛苦"无毒

副作用"疗效独特"欢迎咨询#

!!!!!!!

新郑市中医院冠心病专科"

纯中药治疗冠心病"疗效神奇"作

用迅速"药力持久"疗程短"是冠

心病! 脑梗塞后遗症患者健康的

福音$ 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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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疾病定点医院电话'

2"#$%&'#32444

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西省科学院大楼

34567 12 8 30#

4

郑州和平医院
2"#$%&&&$""&$

河南中医学院离退休专家门诊风湿骨病研治中心 " 独创

(三补一活渗透疗法 )对股骨头坏死 &椎间盘突出 &风湿 &类风

湿&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椎炎&颈椎病等骨病有特效# 服药十天

有明显效果"

$%"

个疗程康复"服药十天无效
$225

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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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例病人验证 " 老中医三代验方真
灵 "每天

3

元中药不忌口 &无副作用 &不
反弹 "对并发视力模糊肢体麻木糖尿病
足均有奇效 "医院承诺 '无效退款 "让您
不花冤枉钱 "专家热线 '

2"#$6&$2$2&32

484M/N

神经根受压剧烈性腰腿疼# *对慢性颈肩腰腿痛骨质增生有实效扶

着治疗+咨询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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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离退休专家医院泌
尿科采用(中药三联排毒免疫法)治疗
非淋菌性尿道炎!病毒疣!生殖器疱疹!

前列腺炎!睾丸炎!膀胱炎!盆腔炎等男
女泌尿顽疾" 疗效显著"

$2

天左右起
效"

37"

个疗程康复$ 承诺'用药
$'

天
无效退款$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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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安康医院 泌尿科

(病毒疣多发于男女生殖

器及肛门" 起初小红点! 长菜

花!肉芽状增生物"不痛不痒"

久治不愈易癌变$

我院引进国际最新三联渗

透排毒疗法#彻底打破湿疣$疱

疹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神话%

不激光$不手术%药物直接渗透

疣体%不管您患病多久%将病毒

快速杀灭% 无痛脱落% 规范治

疗%愈后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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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光牌银屑液(权威科技保证"科技项目

奖获得者"国家科委评为全国先进水平$经

韩俊光大夫
"2

多年临床验证两万余例"康

复后未发现复发者"纯中药制剂"安全可靠

无毒副作用"是当今完全康复(银屑病)的

最佳产品"同时本所系列产品"对白癜风$

神经性皮炎$各种病毒$真菌$湿疹等"几十

种常见皮肤顽症" 同样保证康复后不复发

*也可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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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美先进微创介入技
术*半价收费+专业治疗
颈!腰椎间盘突出症$

地址!桐柏路与淮河路口
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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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军医妇科老专家

亲自操作*市内最低价+"无

痛处女膜修补"随做随走$

预约电话!

地址'武警创伤手外科医院

#$%!*&'%#&'"&

*桐柏路与淮河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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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建设东路
";

号警备区医院
'6#

天见效
<

治愈后不复发

专治'红斑!糜烂!萎缩性胃炎!胆汁返流性胃
炎!食道炎!胃窦炎!贲门炎!胃!十二指肠溃疡
病!急慢性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口臭!胆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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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东路
";

号郑州警备区医院门诊

专业祛除各种烧伤!烫伤!外伤!纹身 !术
后疤痕!疤痕疙瘩!痤疮!增生!凹陷型疤
痕!痣!瘊!胎记!血管瘤等顽固性疤痕$不
管时间长短"年龄面积大小"无痛苦"不影
响工作和学习"一次治愈"无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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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警备区医院门诊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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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记者 杨 勇+

"

月
3=

日"

郑州市召开 (规范公交出租运营秩

序"创建城市交通文明)动员会$在会

上"郑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常志军透

露"今年郑州将面临最困难的交通形

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严格履行我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的权利"对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格处罚$

公交$出租交通违法
面临双重处罚

为规范公交! 出租的运营秩序"

创建城市文明交通"郑州市公安局和

市政局联合下文" 从
"

月
"2

日起至

;

月
"2

日" 郑州市公安局和市政局

联合开展集中整治公交车和出租车

交通违法活动"公交车和出租车交通

法将受到双重处罚"一年内如果违法

"

次以上"将勒令违法司机下岗$

据介绍"此次活动重点整治公交

车和出租车的
"3

种交通违法行为$

公交车违法行为主要是' 闯红灯!不

按规定超车让车! 随意停车上下客"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停靠站

等.出租车违法行为主要是'闯红灯&

随意停车&拦头猛拐&压线行驶&抢道

行驶&强行变道等$

常志军介绍"目前"公交车和出

租车交通违法现象比较突出$ 据统

计"去年郑州市发生公交车和出租车

责任事故共
3;'

起"造成
>#

人死亡&

"$2

人受伤$

常志军称"为了加大对公交车和

出租车的违法整治力度"交警部门与

公交总公司&出租车客运管理部门建

立联合纠查小组"对查处的违法公交

车&出租车"除交警依法予以处罚外"

公交总公司&出租车客运管理处还将

对司机进行行业内部处罚$如果一年

内交通违法
"

次以上或一年内违法

被记满
$3

分的" 客运部门将勒令违

法司机下岗$

自会议当日起"郑州市交警部门

开始在市区的一些线路密集的公交

站点安装监控探头"抓拍公交车和出

租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省会面临最困难形势
交警上限处理违法者

会上"常志军还透露"郑州今年

道路施工工程达到
;'

处" 仅仅中州

大道的修建就影响到省直行政区的

道路畅通"地铁开建&更多的道路施

工加上车辆数量迅猛增长"都将影响

到郑州的交通$郑州的交通今年将面

临最困难的形势$ 为此"交警部门今

年将加大对交通违法的处理力度$常

志军称",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了交

通警察执法的权利"交通警察就应该

(用足用够)" 以此来维护法律的尊

严"同时也是为了保障道路的畅通和

交通安全$

常志军要求" 为加大执法力度"

今年郑州市市区交警执勤大队要对

各种交通违法行为按照上限处理"对

一些该终身禁驾的一定要终身禁驾"

震慑一批肆意交通违法者$

*线索提供 李 霞+

安报讯*记者 杨 勇+近日"

省会郑州由于中州大道北段施

工"花园路以东&金水路以北的

东北片区交通不堪重负$

"

月
3=

日"鑫苑路横穿中州大道向东至

龙湖外环&东风路的东西临时通

道开通"东北片区交通压力有望

得到缓解$

在中州大道综合整治工程

*黄河路立交桥///北环立交

桥+全封闭施工期间"为缓解经

三路& 花园路等路段的交通压

力"郑州市修建开通鑫苑路横穿

中州大道向东的临时交通通道$

从
"

月
3=

日开始" 车辆可从鑫

苑路横穿中州大道"向东进入龙

湖外环&东风路"然后再从郑东

新区绕过中州大道施工路段向

东&向南方向快速通行 "将极大

缓解经三路&农业路&花园路&东

风路等道路的交通压力$

另外"为确保畅通"交警将打

开经三路与广电路交叉口处中心

护栏. 将在广电路与福彩路口设

置由南向北禁止车辆通行标志.

将在龙湖外环桥处设置由南向北

禁止车辆通行标志. 交警将在以

上各路口设置交通引导标志"提

示行驶路线" 引导驾驶员快速通

过.同时"交警还将在以上各路口

疏导执勤" 视交通流量随时对车

辆进行分流疏导" 请驾驶员看清

交通标志"听从民警指挥"安全快

速通行$ *线索提供 邢红军+

安报讯 *记者 杨 勇+

;

月
$

日

起"郑州市若发生两车相撞的小事

故"将试行(私了)$ 为此"郑州市区

设立的
#

个交通事故保险快速理

赔中心正式启用"今后机动车发生

轻微交通事故"事故双方可直接到

任一家理赔中心理赔$

郑州市交警支队负责人介绍"

交通事故保险快速理赔中心受理

范围主要是轻微事故"凡在郑州市

区道路上每日
&

时至
3$

时发生

的" 双方财产损失均在
3222

元以

下&无人员伤亡"车辆可以继续驾

驶的交通事故"事故双方都可以到

理赔中心办理理赔手续$

该负责人称"目前"每个交通事

故保险快速理赔中心都进驻了
$&

家保险公司" 每家保险公司都选派

了理赔保险员负责理赔事宜" 驻点

交警按照简易程序" 向事故当事双

方出具事故认定书" 保险公司的理

赔人员从受理到最后车主拿到保险

赔款"应在
'

日内给予赔付完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

南监管局有关负责人称"保险公司

和交警部门集中办公"方便了事故

当事人办理理赔"同时 "也有利于

防范骗保&诈保行为的发生$

*线索提供 邢红军+

下月起郑州严查公交车$出租车违法%交警将按上限处理违法者

&'()*+,-./012

鑫苑路打通临时通道
郑州东北片区交通压力有望缓解

明起小事故试行'私了(

%个理赔中心同时开张

鑫苑路向东横穿中州大道的临时

交通通道开通后!市民通过这条道路该

如何快速通行呢"郑州市交警支队制定

了以下几条分流路线!提供给大家#

!+

北环)福彩路)鑫苑路)龙湖

外环)东风东路)从郑东新区道路至

金水东路$

!#%

国道 *或从黄河路立交

桥至中州大道+&

)+

北环)经三路)广电路)福彩

路)鑫苑路)龙湖外环)东风东路)

从郑东新区道路至金水东路$

!#%

国道

*或从黄河路立交桥至中州大道+&

$+

北环)经三路)畜牧路)福彩

路)鑫苑路)龙湖外环)东风东路)

从郑东新区道路至金水东路$

!#%

国道

*或从黄河路立交桥至中州大道+&

,+

北环)经三路)鑫苑路)龙湖

外环)东风东路)从郑东新区道路至

金水东路$

!#%

国道 *或从黄河路立交

桥至中州大道+&

#

个交通事故保险快速理赔中

心的具体地址为$

!!

万通一汽服务点*花园路与

国基路交叉口向北
(##

米+,

)!

沃根服务点*花园路与宏达

路交叉口向西
!##

米路北+,

$!

港源服务点*花园路与英才

路交叉口向北
)##

米路西+,

,!

顺达尔服务点*经三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向西
$##

米路南+,

(!

智通服务点*中原西路与华

山路交叉口向西
)##

米路北+,

&!

裕华丰田服务点*郑汴路中

博汽车广场+,

%!

豫中丰田服务点*航海东路

与第八大街交叉口路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