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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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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A12版

声 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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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常年法律顾问：杨律师 173 6599 5555（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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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波涵（2010 年 04 月 08 日
出生）编号为 k410123904 的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鲁小许不慎将世贸一楼 M
区 1107 号装饰保证金收据丢
失 金 额 贰 仟 元 整 ，收 据 号 ：
1713240，声明作废！
◆ 固 始 县 回 家 尝 尝 蛋 炒 饭
店，个体工商户，公司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411525660481777，声明作废。
◆河南华尔兰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信用代码：91410103MA
47BG1Q3H）营业执照原件丢失。
◆获嘉县美利丰农牧服务专业合
作社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 合 作 社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郑州曌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章（胡雪琳印 4101221690
925）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辉县市银联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82562453095G）决定依
法解散，现进行资产清算，敬
告债权人、债务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与清算组联系债务
债权。特此公告。

◆崔弘泽（2019年 12月 23日出
生）编号为 T411391765 的出生
医学证明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U410893972，新生儿姓
名：骆乐康，出生时间：2020年12
月7号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李国庆遗失河南工学院学生
证，证号：1907381112，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河南省登封市白
坪乡河南鹤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登封白坪分公司，原法人
刘松军变更为申浩楠，变更前
在经营期内所产生的税费、员
工工资、贷款等所有债权债务
由原法人刘松军承担。并且
原印鉴全部作废，已备案刻制
新印鉴。特此声明！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昌达电动
车行（代码：92410700MA46LLPK
4W）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特此
登 报 声 明 ：大 车 豫 AN8125。

◆华安保险，保单号为 622040
1043120200000741、622040104
3120200000742、62204010431
20200000743 的 3 份危险品运
输承运人保单丢失，声明作废。

◆卢广宣购买建业天筑车位E1
326 收据贰拾柒万元整，票据
单号：0967531，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经
济纠纷与郑州建业天明置业
有限公司无关，由本人承担。

◆李满不慎把永威南樾禧苑
3-2-1401 的房屋维修基金收
据（号 码 ：4899378，金 额 ：
5584 元）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河南清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编 码 ：4116250040143）合 同
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615196，姓名：李
文昊，出生日期为2014年9月2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O411482029，姓名：展
振兴，出生日期为2014年11月4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周口捷豹商贸有限公司（代
码：91411623MA480X167U）经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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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 申 报 债
权，特此公告。

◆陈艳红（注册号：4117236050
71216）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开封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遗
失专用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4920000161401，
账号：16100101040028016，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封金明支行，声明作废。

◆边运红（注册号：410181600232
205）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I410231070，姓名：尚思
雨，出生日期为2003年7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平舆县鑫居装饰有限公司（代
码：91411723MA3X6W5X4D）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昊科超硬材料有限
公 司（代 码 ：91410329071372
79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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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同乐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2910000327
91）经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渑池县果园乡八里寨群超日
杂门市（注册号：411221610039
55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O410137257，姓名：张艺，
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14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M411968207，姓名：秦梓
涵，出生日期为2013年1月1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先行一步鞋店
（注册号：410505600221665）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宁涵日用品咨询
服务部（注册号：410199600060
702）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洛阳特彤新材料有限公司（代
码 ： 91410329MA40QGBT7B）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声明作废。

◆郑州立金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丢失鹤壁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共计 4 张
1.收据编号：0000155，金额：43
299 元；2.收据编号：0002359，
金额：10000元；3.收据编号：00
02361，金额：15876.30 元；4.收
据编号：0002360，金额1200元。

遗失声明
河南祥众置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 2016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式五联）空白票，发票代码为
041001900105，发票起始号码
为 35390223 至 35390251 共计
2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一
式六联）空白票发票代码 41001
71160，发票起始号码为 00116
019 至 00116028 共 计 10 份 。
为此本公司郑重声明上述增
值税发票作废!
特此声明

河南祥众置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3月 4日

严正声明
河南祥众置业有限公司声明：
因本公司自身原因，自 2019 年
7月 1日起，非经本公司实际控
股股东一致同意，任何自称本
公司工作人员以本公司名义
对外签订的任何协议、合同、
担保、融资协议，一律不对本
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望社会大
众认真核实，防范不良分子借
用本公司名义骗取社会利益！
特此声明

河南祥众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3月4日

◆郑东新区白沙镇豪美装饰材
料 商 行 法 人 章 、财 务 章 ，丢
失，法人（李佳豪）声明作废。

3 月 1 日，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清
缴开始，不少网友已经晒出了自己的

“退税单”。一个知识点：你在 2020 年
领取的各种资格证，不光能让你升职加
薪，还可参与退税！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

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
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
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
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打开个人所
得税 App，找到专项附加扣除填报，
点击“继续教育”，选择继续教育类
型（选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然后填写

各种继续教育信息。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类型又分“技能

人员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两种。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中包含
焊工、电工、锅炉操作工等。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包括教师资格证、法律职
业资格证、医生资格证、新闻记者职业

资格证、导游资格证等。
（来源：综合国家税务局网站等）

河南商报讯（记者 张超凡）最近，有
关房地产土地和金融方面的调控政策让
人应接不暇。眼下，郑州主城区却出现
了一片“小阳春”的呼声，而 30公里外的
航空港区市场如何？

3月 3日，河南商报记者实地调研了
航空港区北区的融创·空港宸院、永威·
南樾、正弘·中央公园等项目，通过与一
线人员交流互动，一探市场究竟。

“年后明显可以感觉到成交周期在
缩短。”调研中多位航空港区的置业顾问
向河南商报记者表示。

河南商报记者实地调研航空港区北
区多个项目发现，2月份港区楼市的成
交周期大大缩短，一些客户从看房到确
定房源仅用 2~3天，这与 1月份持观望的
态度有明显的反差。

“8天，我卖了4套房。我感到客户比
之前着急，成交的这4个客户，3个是地缘
客户，1个是返乡置业，从看房到订房仅
用2~3天。”一位入行不久的永威·南樾置
业顾问兴奋地告诉河南商报记者。

据河南商报记者了解，目前，永威·
南樾在售的是四期产品，总计 10 栋高

层。去年 10月底，首次开盘推出 4栋，现
在已经接近尾盘。“根据目前的行情，预
计 3月中旬将加推新楼栋入市，价格会
微微上调一些。目前的成交均价在
10500元/㎡左右。”上述永威·南樾的置
业顾问补充说。

河南商报记者走访发现，春节期间
航空港区市场出现一阵活跃，一些就地
过年的客群涌入售楼部，趁着假期购买
自己心仪的房子。

“2月 21日，我们售楼部来访量单日
86组，刷新了纪录。”正弘·中央公园一
位资深置业顾问向河南商报记者表示。
据河南商报记者了解，正弘·中央公园在
航空港区北区的成交量一直遥遥领先。

当下，航空港区的城市建设出现新
气象，政策红利将助推区域发展迈向
新台阶，而航空港区的楼市也将受益。

河南商报讯（首席记者 王苗苗）
2021年 3月 3日是全国第 22个爱耳日。
今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爱耳日的
主题定为“人人享有听力健康——筛
查、康复、沟通”，其目的是呼吁在全球
范围内引起对听力保健的重视。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全球耳
聋患者约 4.66亿，其中儿童听力损失约
为3400万，而65岁以上的老年性耳聋大
约占1/3。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耳聋与
老龄退化无关，听力下降可发生于任何
年龄段。

那么，宝宝的耳朵该如何爱护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省妇幼保健
院、省妇女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
学博士张军辉来给大家支招。

据张军辉介绍，几乎 90%的宝宝出
现耳朵意外伤害，都是由棉签造成的。

棉签伤害耳朵的情况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家长用棉签给宝宝掏耳屎，不小
心伤了孩子的外耳道；一种是孩子自己
把棉签捅进耳朵，直击鼓膜。

“鼓膜是听力放大器，能放大 30分
贝。”他说，鼓膜无法恢复的孩子可能会

出现轻到中度听力障碍。
孩子的耳屎是不是不能掏了？对

此，张军辉建议，一般情况下不要给宝
宝掏耳朵。

他说，耳屎的存在是外耳道和黏
膜的天然屏障，还能防止小飞虫进入，
所以，一般情况下，家长不要给宝宝掏
耳朵。

张军辉说，孩子耳洞里那些“松散”
的耳屎，会随着宝宝打喷嚏、张嘴、吞咽
等动作脱落掉出，家长不用担心。而如
果宝宝耳屎已经堆满了耳道且不见减
少，再或者出现了硬块（俗称“耳耵”）的
话，家长也不要轻易出手，最好的办法是
到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操作。

在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医生用镊
子夹，绝对比您在家里用挖耳勺、棉签
等工具更安全可靠。

宝宝耳朵出现意外伤
九成都是棉签闯的祸

有置业顾问8天卖了4套房
航空港区楼市“小阳春”来了？

这些资格证可抵个税 你有吗

更多育儿知识，
尽在河南商报“家有
小宝”

扫码关注河南
商报“楼市商报”，可
了解详细楼市动态

关注河南商报
官微，更多精彩等
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