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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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出租招租

科苑大厦临街
门面房招租

位于黄河路与东明路交叉口

附近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意

者咨询刘先生 15037166579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 66565839

公告

●2020年5月16号至7月15号,G
3511菏宝高速公路K271公里

沁阳服务区南北两区进行施

工作业，禁止七座(含七座)
以上客车、货车驶入服务区。

由于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河南宏基公路养

护有限公司2020年5月13日

●寻亲启事:登封送表丁村人蒋

同贤2003年9月开始与带一男

童来登打工的云南女子赵阿

棠一起生活 2014年 3月,该女

子不辞而别至今未归,男童一

直由蒋同贤抚养,取名蒋向利,
出生于 1996年 12月 27日,望
其父母或监护人前来认领。

联系电话:15937143785
●洛阳市汇凯鞋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052060360—1/2)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声明。

声明

●郑州郑大数字文旅研究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
1410100MA483P8319)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姚晓峰，许昌空港新城小区

7-2地块住宅负一层平面地块

D区D025号车位意向金收据

(收据号 0004579,金额 1000
元)丢失，现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花尚百货行（信

用 代 码 92410102MA486L319Y）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地方海事中心不慎丢

失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4张，现已作废处理，票据

批次:OA[2018]票号:1421464,
1421465,1421466,1421467,
特此声明。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医务室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绿丰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信用代码 91410102MA
486BGR7D）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望江楼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
105MA46W1G17W)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声明作废。
●李二兵身份证(4127221987061
7571X）于2020年5月8日丢失，
声明作废。
●曹永定，森海正阳门 20#1单
元 13层 1303户维修基金收据

遗失，收据号 8930906，金
额 6044元，声明作废。

●郑州六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丰庆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4910018216501,账
号 1702160509200003719)及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10
18201821650E)遗失,声明作废。
●方城县财政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号：1141132200601765Q，
在方城建行开立的账户 4100
1518310050203295预留公章、

财务章、全部个人名账丢失，
声明作废。
●朱臻,身份证号:410102198203
022033,我本人不慎将河南宏

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首付款发票(日期 2016.
11.18,号码00217521,金额1937
04元;日期2017.06.02,号码0272
9462,金额5000元;日期2017.07.
26,号码02729878,金额5000元)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王利红，森海正阳门 2#7层
707户维修基金收据遗失,收
据号 4929164，金额 4645
元，声明作废。
●巴倩倩,开封大学会计电算化

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110691201206003409,声明作废
●河洛镇神北村卫生室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副本遗失，登

记号PDY06140141040181
12D3001声明作废。

●洛宁县佳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
28MA9F2DAP17)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登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办理清算事宜

●郑州玖体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鼓楼区游侠爱心户外用品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04606236897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春申家具销售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
703MA480CWX8Y声明作废。
●中牟县糖豆蛋糕房，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22MA
446RKHO7，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特此声明。
●中牟县志勇五金电料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
22MA426KMP81公章，财

务章，法人章丢失特此声明。
●编号为T410250101，姓名为
李佳一，出生日期为 2018年 1
2月 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优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不慎遗失，号 41
01000248015声明作废。
●蒋小波，1503067521房屋他项

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洛阳科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码 41031500
28055）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多彩教育培训
学校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副本，编号:教民 141010
870000641号,丢失时间:20
19年 7月，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奇瑞水暖经销部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夏路明，河南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就业三方协议丢失（编

号:8672782），声明作废。

●钱珂，女，第二代身份证件，

有效期限:2012.3.24—2032.
3.24，号码:41030319850124
0028，于 2020年 5月 13日在郑

州市郑州东站遗失。自遗失当

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做身

份证明或抵押签署等之具有法

律效力之文件均非本人授意

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签

署的一切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用此身份证引起的法律责任，

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

此声明。

●郑州市惠济区美美家装饰商

行(注册号410108600375013)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代树友不慎将河南豫海商业

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合

同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 4252
079金额 5000元整,日期为 20
16年10月4日)丢失声明作废。

●因郑州大集云仓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5096795863G)的银

行网银 u盾更新事项的办理需

要使用法人江丽的身份证原件,
公司人员无法联系到江丽本

人,特发公告请江丽速来公司

或与公司联系,以避免因以上事

项无法办理,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因河南厚谱企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914101000954158300)
的网银u盾更新、与银行对账、

分公司注销需要用到法人覃

珍的身份证原件,公司人员无

法联系到覃珍本人,故发公告

请覃珍速来公司或与公司联

系,以避免因以上事项无法办

理,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王存宪，不动产证产权证1601
172320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补发。

●张杰兵遗失大商集团郑州新
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中原

新城店开具的经营保证金收
据，编号 0019693金额 5000
元、编号 0013692金额 10000
元、编号 0015509金额 11000
元声明作废。

●本人索启超遗失医师资格证
书，编码:201641141412825
198010103755;执业证书,编码:
241411700000134，特此声明。

●郑州市管城区甜屋面包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4
MA47E8CL71)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1010
40133920),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水星天玩具
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1600085647声明作废。
●郑州龙沃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914101833
9574808XF遗失，声明作废。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编号T410271560,姓名李依静

,出生日期 2019年 2月 2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哪些县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差等生”？
河南这七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2020年已经过完三分之一，河南哪些县（市、区）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差等生”？
5月13日，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约谈会，对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平顶山卫东区、周口物流港

区、孟州市、淇县、博爱县、浚县、沈丘县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
大河报记者现场了解到，七县（市、区）普遍存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月排名靠后、多项污染物浓度居高不下等问题。

会议首先就约谈县（市、区）当前形
势进行分析，主要问题汇总如下：

平顶山市卫东区企业
污染物日均排放量占全市的8%

根据通报，平顶山市卫东区PM10
累计浓度及其同比改善率在平顶山市
建成区所辖5区内均排名倒数第1。今
年以来，平顶山市卫东区3月、4月连续
两个月排名靠后。2020年以来，该区日
均排放量为1.45吨，占全市的8%，尤其
是4月份，日均排放量高达2.02吨。

周口市物流港区PM10
日均浓度多次在周口4区内最高

截至5月10日，周口市物流港区
PM10、PM2.5 平均浓度分别是 97微
克/立方米、68微克/立方米，两项颗粒
物浓度同比下降幅度较小，尤其PM10

同比改善率为4区倒数第1，排名下滑
严重。4月份，该区PM10污染问题仍未
改善，同比上升42.1%，改善情况最差。

4月份孟州市
三项污染物指标不降反升

截至 5 月 10 日，孟州市 PM10、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105微克/立方
米、70微克/立方米，在115个县（市、区）
中，PM2.5同比改善率排倒数第5，改善
幅度较小。4月份，孟州市PM10、PM2.5
及SO2均同比不降反升，分别同比上升
3.2%、20%、28.2%，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明
显恶化。

今年前4个月
淇县NO2浓度全省倒数第2

2020年3月、4月淇县连续两个月进
入115个县（市、区）后20名，分别排倒数

第6、倒数第5。3月PM2.5月均浓度排倒
数第1。1~4月份，淇县NO2浓度全省倒数
第2，CO百分位数浓度倒数第5。

博爱县连续两个月
进入115个县（市、区）后20名

截至 5 月 10 日，博爱县 PM10、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111微克/立方
米、73微克/立方米，在115个县（市、
区）中分别排名倒数第8、倒数第21。
2020年3月、4月博爱连续两个月进入
115个县（市、区）排名后20名。

浚县CO百分位数浓度
在全省倒数第2

今年以来，浚县PM2.5浓度值较高
且同比降幅较小，其平均浓度在115个
县（市、区）中排名倒数第4，同比改善
率排名倒数第11。1~4月份，浚县CO

百分位数浓度在全省排倒数第2，需要
重点关注的是，站点中，浚县环保局点
位污染突出。

沈丘县NO2平均浓度、CO百分
位数浓度均同比上升

今年以来，沈丘县NO2平均浓度为
21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0%；CO百
分位数浓度为1.7毫克/立方米，同比上
升13.3%。1~4月份沈丘NO2月均浓度
在周口9个县（区）中分别排名倒数第
3、倒数第3、倒数第2、倒数第2，排名持
续靠后；CO逐月百分位数浓度在周口
9个县（区）中排名均为倒数第1。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焦飞在
约谈会上表示，平顶山卫东区、周口物流
港区、孟州市、淇县、博爱县、浚县、沈丘
县政府（管委会）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狠抓落实，健全机制，促进环境空气质量
加快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