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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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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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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百惠公司 87902 夏邑力达
二期专卖店刘换换 20000 元保
证金收据（金额：贰万元整）遗
失，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胡春
见，1973年2月23
日生，于2020年11
月在郑州走失，籍
贯：河南省南阳市
唐河县张店镇牛
园村柳园9组42号。联系电话：
187 1995 4066、187 3771 4400。

◆河南天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47
UHTQ8N，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韩欢酷车商行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4MA44C
LPK3H，声明作废。

◆周口周飞混凝土有限公司
淮阳分公司（编码：41162600
35657）法人章张淼淼（编码：
4116260035659）公章、法人章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新阳光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
册号：4100001008237，声明作废。

◆河南文良律师事务所何苛苛
于2020年 3月 19日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证号：
14101201711146500，声明作废。

◆本人周国福（身份证41011119
5810071518）不慎将与航海路
西路街道段庄村城中村改造
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协议编号段庄-265，原
件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韩馨逸身份证于 2021 年 3月
18 日在新郑市丢失，身份证
号 ：411302199809140823，特
此声明。身份证遗失期间由此
身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经 济 纠 纷 概 与 本 人 无 关 。

◆因本人孙亚委不慎将契税完
税 证 票 号 为 0337778 的 办 证
联 丢 失 ，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解除租赁合同告知书
河南元盛典当有限公司：

2020 年 3月 23 日贵方与我
就郑州市金水路鑫苑中央花园
东区 3号楼 41号房屋签订租赁
合同，现贵方恶意拖欠近 4 个
月房租。根据双方合同第七条
约定，拖欠房租累计 15 日，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
现登报解除与贵方的租赁关
系，双方的租赁关系于登报之
日解除，限贵方于登报之日起 4
日内撤离、清场。逾期未清场
的房屋中的物品，视为贵方放
弃，我有权自行处置，并保留所
有追偿的权利。

吴振忠 2021年 3月 22日

◆孙敏遗失位于金水区郑东龙
湖一号 4--2 地块 3 号楼 1503
西南户的收据（编号：0007005，
金额：236201 元），声明作废。

◆编号：K410690271，姓名：张馨
予，出生日期为2010年12月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广恒铝业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31001
490801，账号：66702031900000
141，开户银行：河南偃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杜甫
路支行），声明作废。

◆陈雪艳（身份证号：4114251984
10225425）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241018696），声明作废。

◆苑立奎（代码：92410421MA47YJ
FE86）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尚尚茶饮品店
（代码：92410505MA9GE9QC2X）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滑县鑫之源购物广场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安阳益菌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505000018923）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长垣县兆贺副食门市部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
14107280063836），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汉中热面皮店
（注册号：410304634069941）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三田里牛
肉汤馆（代码：92410304MA9FKX
Q1X2）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李晓雷郑房权证字第 130128
4069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坐落：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北二路 66 号 55 号楼 1 单元
13 层 1301 号，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编号为O411624240，孙沐辰，
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05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公告
洛阳永宁有色科技有限公司，
已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将位于
河南省洛宁县景阳镇阳峪村
东岭，质检部北侧新建仓库转
租给上海象屿钢铁供应链有
限公司。此前所发生的所有债
权债务纠纷均与上海象屿钢
铁 无 关 ，如 有 异 议 者 请 及 时
联系上海象屿钢铁供应链有
限公司。特此公告！

电话：13817724241李先生
洛阳永宁有色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03月 16日

◆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特此
登报声明：小车豫 A（E8846、
0ZA84、GG810、8DU22） ，大
车豫A（F9959、T819挂）。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接种后有什么不良反应？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
现在监测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局部的反应和全身
的反应。其中，局部的反应，是接种之后会出现疼
痛的情况，有的会出现红肿，有的会出现硬结，这些
局部的反应都不需要处理，会自行痊愈；全身反应
表现相对多的，一个是头痛、乏力，有的还会出现低
热的情况。

肿瘤患者或孕妇
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王华庆表示，关于肿瘤患者和孕妇，根据前期
研究的结果显示，他们如果感染了新冠，其患重症
的比例、病死率和其他人群相比是比较高的，所以
应该接种疫苗。但是目前关于肿瘤患者、孕妇使用
疫苗的系统研究数据还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如果
是一个新疫苗或减毒活疫苗，从慎重角度考虑是不
给孕妇接种的。

同时王华庆表示，如果发现自己怀孕了，又打
了新冠疫苗，在这个时候不建议因接种新冠疫苗而
采取特别的医学措施，包括终止怀孕，但是建议后
期要做好孕期的随访和定期检查工作。

接种新冠疫苗后
还要继续戴口罩吗？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介绍，在人群疫苗
接种达到较高免疫保护水平之前，广大群众仍然要
保持预防新冠感染和传播的意识，做好个人卫生，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在人群聚集的室内或封闭的场
所仍然需要继续佩戴口罩，并遵循各地具体的防控
措施要求。

国内的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条件下
还有必要接种新冠疫苗吗？

贺青华表示，当前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流行，
根据目前国际疫情形势来看，疫情仍将持续比较长
的时间，甚至今后还要与我们共存，所以我们随时
都可能因为传染源的引入而导致新冠疫情在国内
流行。

他表示，前期由于我国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
控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暴发流行，人群因为感
染新冠病毒获得的免疫力比例比较低，所以现在
我们有了疫苗，必须通过接种新冠疫苗，让更多人
群获得免疫力，获得保护力。我在这里再次建议
大家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早日获得免疫力、保
护力。

低风险地区群众出行有啥防控措施？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2021年春运
已安全结束，各地正在全面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当前，国内低风险地区
持健康通行“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可有序出行，各地不得擅自加码。

（据北京日报、央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热点问题作了回答

打完新冠疫苗 还用戴口罩吗？
3月21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病毒疫苗安全
性有效性有关情况。据了解，截至3月
20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7495.6万
剂次。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可以摘口罩
吗？60岁以上人群什么时候能接种？接
种后的不良反应情况如何……

关于这些问题，都有了回答。

不同企业生产的新冠疫苗
可以叠加或替代接种吗？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
绍，目前国内上市的 4款疫苗都是经过政府主
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是安全、有效的。由于各
省市采购的上市疫苗品种可能不同，所以每个
人需按照所在省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
苗。对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否可以叠加
或替代接种的问题，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
等研究结果出来以后，将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明
确的政策措施。

老年人什么时候可以打新冠疫苗？

贺青华介绍，关于 60岁以上人群接种，部
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健康状况的情况下和被感
染风险的前提下，已经开始为60岁以上身体条
件比较好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同时，疫苗研
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发，在临床试验取得足
够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以后，将大规模开展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苗接种。

扫码下载“顶端新
闻”，所有问题，即时答
案，1000+记者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