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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我的新年寄语
奔腾而去，2018 年翩然而至。 值此迎新之际，
2017 年
首先特别感谢广大读者对《 信阳晚报》 的关注与支持，
《信
阳晚报》 将继续带着读者的信任与支持为梦想
2018 年
奋力前行， 继续为广大读者、 消费者和商家架设互联互通
的“ 彩桥”， 做信阳市民生活圈的主流传播平台。 同时也借
此方寸， 以拜年的形式向读者朋友们送上新年问候。
一、刊发时间：
即日起至农历春节。
二、刊发方式：
《信
阳晚报》 专版集中或分期刊发， 每条可发祝贺

人照片、 店面照片、 员工集体照片或全家福照片一张，
附一段三百字以内的新年寄语（ 照片＋ 文字占版面1/6
大小） ， 同时在信阳晚报微信公众平台和信阳晚报网上
同步推出。 每块费用500 元。 如需多块版面的每块按
费用收取。
500 元
三、垂询电话：赵女士：13837917799
程女士：15188279333
信阳晚报社经营策划中心
2018 年
1月
8日

安利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耀目上市

打造“你的空气头等舱”！
利旗下逸新
，安
2018 年
1月
10 日
车载空气净化器在郑州希尔顿酒店举
办了隆重的上市发布会， 给广大“ 有车
一族”带来全新呼吸体验。 而此前，安利
旗下逸新空气净化器已凭借其超效滤
净、 极速净化、 宁静节能、 智能系统、 权
威认证等多项产品优势获得了广大媒
体和消费者的好评，也引发了大众对逸
新车载空气净化器的期待。
车内空气污染不容忽视
汽车是现代人类常见的代步工具，
越来越多的人在车内度过大量时间。 然
而却鲜有人关注车内空气状况。 据检测
数据显示，近九成车辆车内空气质量不
达标， 车内的空气污染可达到室外的
。
15 倍
与室外空气污染相比， 汽车内空气
污染情况更为复杂， 既有颗粒污染物，
如空气中的二手烟、 PM2.5 、 花粉等；

又有化学污染物， 如甲醛、 甲苯、
总挥发性有机物) 等。 车内长期
处于污染状态， 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
不同程度的危害， 只有采取科学手
段， 才能保护车内人远离健康威胁。
车载空气净化器逐渐走进了有车族
们的视野。
安利逸新提供全方位洁净方案
面对市场上纷繁复杂的产品类型，
消费者应如何选购一款高品质的车载
空气净化器呢？ 逸新
载空气净化器
·车
延续了安利一贯的高品质要求， 交出了
一份让消费者满意的答卷。
洁净空气量遥遥领先，5 分钟即可
显著降低车内PM2.5 含量
洁净空气量是衡量空气净化器品
质的重要指标。 依托30 多年空净行业
经验， 安利公司研发出的逸新
载空
·车

TVOC(

有信阳市河区教育体育局的河南省行政
●兹
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中第0005223 和
两张票据第一联（ 收据联） 不慎丢失， 现
0005224 号
声明作废。
有河南省烽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行政公章
●兹
壹枚，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有信阳市河区大唐电器美的品牌专营店
●兹
营业执照副本（ 证号：411502615130754），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有徐家发豫STN853 号二轮摩托车，该车已
●兹
自行拆解报废， 此机动车号牌，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
作废。
有信阳市河区银辉品牌厨柜厨电经营
●兹

气净化器， 洁净空气量可达29.9 立方
米每小时， 只需要5 分钟即可显著降
低车内的PM2.5 含量， 能在30 分钟内
滤净车内99% 的PM2.5 ， 洁净效果不
容置疑。
最小可过滤直径0.015 微米颗粒
物，能有效滤除300 余种空气污染物
车载空气净化器可过滤的污染物
直径就越小，滤除的类型也就越多。 安
利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能滤除颗粒物
的最小直径为0.015 微米， 充分保证车
内空气的高质量净化效果。
除此之外， 逸新
载空气净化器
·车
的三合一滤网集合前置滤网、 强效微粒
滤网、活性炭气味滤网， 三效合一、 一网
防御， 有效使用时间长达350 小时， 可
有效滤除300 多种空气污染物， 如柯萨
奇病毒、甲型肝炎、登革热病毒、 肺炎衣
原体、冠状病毒、甲醛等， 保证全家人的

声 明
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 证号： 411502615135148 ） ， 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羊山支行开立
的账号为： 166793201040016912 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 J5150002348901 ） ， 因不慎丢失， 特声
明作废。
有刘兴、 谢建梅之女刘懿莹于2003 年10
●兹
月30 日在信阳市第二中医院出生， 其出生医学证
明（ 编号： D410234090 ），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有何志川的道路客运、 货运从业资格证
●兹
号：4115010030203006705 ）， 因不慎丢失， 特声
（证
明作废。

身心健康。
荣获英国过敏协会权威认证的车
载空气净化器
安利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荣获英
国过敏协会权威认证的车载空气净化
器， 可以有效减少或滤除过敏原， 适合
易过敏者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
面上空净行业只注意空气污染而忽视
过敏原的空白。
智能安全时尚轻便
安利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除了有
出色的净化效果， 还搭配智能芯片技
术，可及时提醒更换滤网。 安装操作简
单， 外观时尚小巧， 不占据车内太多空
间，即可提供全方位的空气解决方案。
安利逸新致力于为消费者打造全
方位的空气安全防护屏障， 让您随时随
地尽享深呼吸！
（ 安雪
）

有翁泽祥豫SM2922 号轿车，其在中国人民
●兹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商业险保单（ 保单号：
PDAA201741150000033443 ， 保单印刷号：
41001601333195 ）， 保险卡 （ 印刷号：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41001601316125 ）， 因
有平桥区明港镇三里井社区居委会卫生
●兹
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 证号：
不慎丢失， 特声明
PDY17023841150314D6009 ）， 因
作废。
有信阳市荆楚渔村餐饮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兹
证正、 副本（ 证号： 豫地税信字411501057248912
号），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有信阳市羊山新区姚记农家菜馆营业执
●兹
照副本（ 证号：411592602057203）， 因不慎丢失， 特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