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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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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水暖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制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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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高价小时工35元15036024718

出租招租

●郑州工人路汝河路口单位楼

第二层430平,可办公单独使

用,交通便利。13733180928

机械物资

●闲置废旧物资13523479560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电暖销售施工18638206663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永祥置业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MA44Y5FN06）股东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有关债权人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

●无名男约35岁20
20年12月5日该人

在郑州市经开区第五

大街经南五路螺蛭

湖小区流浪经开区分局民警

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登

报3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

站联系电话0371-68953510

声明

●河南当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遗失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甲级资质证书副本(证书编号

A141006500-6/6)声明作废。

●郑州鑫伍德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5MA470TAM3H,2020年
1月1日不慎遗失单位人力资

源部公章，声明作废。

●魏刚的税收缴款书（162）豫地

现契耕00679631〕交税日期20
18年7月12日因丢失特此声明。

● 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李克武,系我司原人事经理,
身份证号4128011970*****0
017,自2019年12月份起脱岗,
无考勤,严重违反公司纪律，

我司已于2020年1月1日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自上述

时间起，其行为与我公司无

关，责任自负。特此声明。

河南五洲大酒店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日
● 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李克武,系我司原人事经理,
身份证号4128011970*****0
017,自2019年12月份起脱岗,
无考勤,严重违反公司纪律，

我司已于2020年1月1日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自上述

时间起，其行为与我公司无

关，责任自负。特此声明。

郑州鑫伍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日
●河南省和谐妇女儿童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代码

（登记证号）：52410000MJF650
026Y、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以上证件和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泰辰行（深圳）地产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100172130发票号码015716
04金额702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鑫生恒辉家

具店（注册号：410108600
237019）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赵贝贝，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

学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047
15201905134220，声明作废。

●本人:孙红鸽，身份证号:41
1322198807034921因个人原

因，丢失郑州恒大绿洲26号
楼二单元2501的楼宇认购书

及收据，收据编号6020780，
金额为155217元，声明作废。

●河南五洲大酒店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06
78234XR,2020年1月1日遗失

单位人力资源部公章,声明作废。

●洛阳馔馔馔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广州市场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
4103050055123,声明作废。

●田向云(身份证号41282419
88******48)遗失与河南晟和

祥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购房

合同(合同编号GX1700341
6775,房屋坐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郁香路69号3号楼

1单元2203号房)及贷款合同

(合同编号16058145900001
019)；遗失首付款发票号码

00386470，金额296125.00
元，按揭发票号码11037064,
金额660000.00元；遗失维修

基金发票(票号00867696,金额

4785元)，特此声明。

●缴款人石云兵于2018年1月
29日在新郑法院缴纳的诉

讼费8800元所出具的票号

为0347580的《河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票据》数据联(第
一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抵押权人杨洪原，身份证号41
0185198710145530，因抵押

权人保管不慎，遗失证号1603
094584的他项权证，特此声明。

●许昌明宇服装有限公司公章

和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R410179096，姓名连星

妍，出生日期2018年2月8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刘池，身份证号：4112211989
01052518，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201141210411221198901052
518；医师执业证书编码：2104
11281000097，执业地点：河南

三门峡市义马市义煤集团华

兴矿业有限公司职工医院，以

上两个证件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韩小帖诊所公章丢失号

4101813347113声明作废。

●魏威（2002年1月11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B410171263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联翔货运有限公司豫A9
290W证号:豫交运管郑字41
0105009325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昌信置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6609
30203B声明作废。

●中牟县久顺酒店用品商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22MA4
2DGFY4A声明作废。

●李建克坐落于巩义市陇海路

北、白云山路东8号楼2单元

10层1004的不动产登记证明

【豫(2018)巩义市不动产证明

第0007962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郑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编号为0023189的郑州市建

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

储通知书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沁阳市足鑫运输有限公司豫

H1C57挂行车证遗失作废。

●孔方辉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
411403612333322)遗失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中心支公司林州支公司

原承保专用章不慎遗失,编号
4105810011685,声明作废。
●杜成业遗失2016年02月23日
签发的第二代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412326198812095178)
声明作废。如他人冒用2016
年2月23日签发身份证办理业
务，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原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编号为0023334、00
23409的郑州市建筑领域农
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书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因本人张晓鹏，身份证号：410
423197901230028不慎将河南
锦寅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金额: 58000元，收据号：
0009914日期:2019年06月28日）
遗失，由此引起的一切纠纷与
河南锦寅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均由本人负责。

●谭红伟遗失新郑市龙湖镇中

华路阳光城丽景湾一期16号
楼一单元1805室房款收据(编
号0687727,金额285456元)和
维修基金收据(编号0687728，
金额7064元)，声明作废。

按照要求，考生须于考前
14天提前通过支付宝搜索“豫
事办”下载“河南健康码”，如实
填写个人信息，持续关注健康码
的状态，保持健康码绿码状态。

考前 14 天（12 月 12 日）
起，必须坚持每日上下午测量
本人体温、如实记录健康监测
情 况 ，请 登 录 网 址 http://
www.heao.gov.cn/attach/
202010/20201030113724_
3350.pdf 查看下载《河南省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用

A4纸单页面打印，如实填写后
亲笔签名，于12月26日上午
考试时交考场监考员，并主动
配合考点其他防疫措施等，不
准瞒报、漏报。

出现“河南健康码”非绿
码、有境外或中高风险地区活
动轨迹的、有发热（体温≥
37.3℃）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的、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的，要及时诊疗和排查，并向本
人在网上报名确认的报考点如
实申报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并
凭考前 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
（阴性）方可参加考试。

隔离治疗中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
者、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或治
愈未超过14天的病例、不能排
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须经
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
疗机构等进行专业评估，综合
研判是否可参加考试。

此外，从个人防护方面给
出建议。要求考生尽量避免去
中、高风险地区和人流密集的公
共场所，少外出；外出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常通风，
不扎堆，不聚会，合理饮食。不
接触有省外旅行居住史、境外

人员接触史的人员。
赴考时，提前准备好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
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考生
在赴考途中须全程正确佩戴
口罩，根据需要佩戴一次性手
套，途中避免在车上饮食和用
手接触其他物品，与周围乘客
尽可能保持安全距离，下车后
应及时做好手卫生。需要在
外住宿和餐饮的，要选择卫生
条件达标的宾馆和饭店，采用
自助餐或分餐制用餐。应届
本科毕业就读学校组织集中
送考接考的，考生须服从学校
统一安排，有序参加考试。

《须知》明确，考生请提前1
小时佩戴口罩到达考点，注意
保持社交距离。听从考试工作
人员指挥，出示当地健康绿码、
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本人签
字的《考生健康考试承诺书》。

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
入考点

根据要求，考生须配合考
点完成体温测量、健康检查和登
记，体温低于37.3℃方可进入考
点。体温异常的考生应听从考
试工作人员安排，经现场医务专

业人员复查体温及流行病学史
等综合评估指标，确定考生符合
健康考试要求后，方可进入考
点。如体温依然不正常，可主动
放弃考试，或听从考试工作人员
安排进入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入考
场进行身份验证前，摘掉口罩
放入自带便携包放置在考生物
品放置处，考生自备口罩不得
带入考场。考生向负责入场验
证的监考老师出示准考证、有
效身份证件，将本人签字的《考
生健康考试承诺书》于首场考
试入场时交给监考员。入场就
座后可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口
罩，如有佩戴需要，可向监考员
申领考场使用口罩。

中高风险地区、备用隔离
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
听从考试工作人员安排。全部
考试科目结束后1天内，由当
地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卫健部门
组织考生进行核酸检测。

考试过程中，如有发热、咳嗽
等呼吸道症状者，应主动报告监
考员，经考点医务工作人员综合
研判后，根据实际情况对需要转
移到隔离考场的，引导考生沿备
用隔离通道转入备用隔离考场，
补足时间，继续考试。

考研考生考前14天申领“河南健康码”
当天体温低于37.3℃方可进入考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12月10日，河南省招生办
公室发布《河南省2021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健康
考试须知》，其中明确，考生需
于考前 14 天申领“河南健康
码”，并坚持每日上下午测量本
人体温、如实记录健康监测情
况，出现非绿码、有发烧或咳嗽
症状等情况的考生考前7日内
核酸检测报告（阴性）方可参加
考试。

考前14天申领“河南健康码”

提前1小时戴口罩到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