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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段28号报业大厦一楼 65796171 65796172
4.郑州市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5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有
经
验
的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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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陆公司是一家集工程造价、评估、审计
为一体的专业综合性企业。现诚聘：

1、行政助理2人 人事助理2人 2、标书制作员2人
3、注册造价师5人 注册会计师5人 注册评估师5人
4、注册造价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助理 若干

优厚的待遇，宽广的平台，快速的晋升，期待你的加盟！
公司地址：郑州市中州大道与农业路交叉口苏荷中心14楼
电话：13213083588、13526519992、0371-63919532

诚

聘
漂亮妈妈工作室
主管2名8000元/月
客服5名5000元/月
内勤2名2500元/月
要求：25-45岁，中专以上学历，有做过生

意、客户服务、销售管理经验者优先。待遇：

半天工作制，享受三金、双休、法定节假日

郭主任55012216 18703806015

河南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招聘班车，旅游大客司机，
A1照，有从业资格证。工资面议。

0371-68262166
孔18337136396
王队1879028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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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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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急招管理人员
要求：有管理、经商经历或企业已退
职人员，年龄在 28—55 岁，工资
4000元以上，培训上岗。
另招加盟商，无加盟费，低风
险，非诚勿扰。

人事部电话：15937183061

公司诚聘
区域经理12000元/月

部门主管 6800元/月

售后专员4800元/月

待遇：双休+五金+旅游+法定节假日

人事部：海青56723026

高薪诚聘
客服经理5名8000元以上

业务员20名5000元以上/月

资料管理员10名 3800元以上/月

经理助理3名2500元以上/月
要求：25岁以上，高中以上学历。
待遇：半天工作制，双休+公费旅
游+三金

连经理18237106997 13233872956

诚聘都市白领
部门主管5名8000元/月
行政内勤5名3000元/月
讲师6名 5000元/月
社区服务专员12名4800元/月
要求：4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有事业心
和挑战高薪精神。一经录用，待遇优厚。

人事部：18336305783，18790269536

公司急招管理人员
要求：有管理、经商经历或企业已退
职人员，年龄在 28—55 岁，工资
4000元以上，培训上岗，上班朝九
晚五，另招加盟商，无加盟费，低
风险，非诚勿扰。

人事部电话：15617573132

教育连锁机构诚聘
办公室工作人员 6名
（2000-3000元）
行政班，年龄56岁以下，有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政府企事业单位离
退休干部优先，半月内有效。
电话：0371-86062881 15981827787
地址：郑州市西大街与平等街丁字路口

西大街商务广场5楼504室

河南省金侨电梯有限公司
1、电梯销售人员数名

（基本工资+销售提成+福利+四险）

2、电梯安装人员数名
（基本工资+承包工资+福利+四险）

3、电梯维保人员数名
（其中信阳2名，南阳2名）
（基本工资+承包工资+福利+四险）

0371-65955571

招
聘

河南恒天特种电缆集团诚聘
1.外贸经理：大专以上，有电气行业外贸经
验，从事电线电缆行业或实际业务能力突出者
可放宽条件优先考虑。0371-88885650王总
2.外贸文员：大专以上，英语4级以上，有网页
制 作 维 护 和 网 络 平 台 营 销 经 验 。
0371-88885650王总3.办公室主任：大专以
上，有丰富的行政及安全管理事务处理经验。

以上职位均可联系：0371-69972007
13849106240赵

简历投递：2820185473@qq.com
另聘董事长专职司机：武警、特种兵退役，
25-45岁，180cm以上，政治立场坚定，接待外
交能力强，薪酬待遇5千-1万，具体面议。
电话：13837182888张先生

诚 招
中国知名企业民族品牌，羊年全面
开拓河南市场，专卖店正在火爆招
商中，没有任何加盟费，小投资大回
报，保证你的利润最大化，同时招聘
全省18个地市的管理及销售等多
个岗位，男女不限，年龄28-48之
间，非诚勿扰，招商人事部电话：
13383812626

春运40天 逮住957名“酒迷瞪”
交警部门同时对营运车辆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单位进行曝光
□记者 高鸿鹏 通讯员 邢红军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者从郑州交巡警支队了解到，在40天的春运中，郑州交警部门共查处酒后驾驶
交通违法行为957起，查处醉酒交通违法行为17起。同时，查处客货运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其中一家交通
运输公司九成车辆未审验。

据郑州市交巡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2月4日至3月15日
40天的春运中，郑州交巡警支队
检查客运企业、旅游企业550家，
检查危化品运输企业134家，停运
车辆36辆。排查整改道路安全隐
患639处，增设提示标志331块。

其中，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
行为957起，查处醉酒交通违法行
为17起。查处凌晨2时至5时客
车违规运行13起、客车非法营运
21起、非法运输危化品6起、面包
车超员279起。通过微博、微信推
送交通安全信息800余条，播报交
通路况信息1300余条，曝光各类
交通违法 3639起。开展便民服
务、救助群众8000余人次。

【数据】
40天春运警方查处
酒后驾驶957起

在春运中，郑州交警也查处了客货运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下
面对一些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营运车辆和所属单位进行曝光：

河南通顺运输有限公司（郑州市） 103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郑州腾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8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郑州创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44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中牟县联开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26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郑州天荣汽车货运有限公司 99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新密市众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75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郑州鑫龙物流有限公司 114辆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此外，河南万里集团创兴顺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郑州市）
70%以上为个人挂靠，40多辆车公司与车主失去联系，车辆处于
失管失控状态；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运九分公司、河
南通顺运输有限公司（郑州市）、河南康辉旅游汽车服务公司（郑州
市）等没有严格落实动态监控要求，对车辆疏于安全管理。

□记者 李岚

本报讯 3月19日，农业路22
个BRT站台为配合农业路高架施
工就要进行拆迁了。昨天，许多市
民听说此事后，纷纷跑到站台上拍
照留念。

昨天中午12时许，在农业路与
经三路交叉口附近的BRT公交站
台处，市民吴先生正举着相机拍
照。吴先生家住郑州西郊，上班的
单位在郑州东区。以前没有快速
公交时，他天天开车上下班。2009

年，郑州市开始修建BRT。看着原
本就拥堵的农业路，被快速公交站
台又挤占了两个车道，吴先生当初
很难接受。

2010年春天，吴先生尝试乘坐
B1路快速公交车上下班，“一个月
下来后发现，不仅每天上下班节省
了不少时间，还省下了一笔汽油
费。”吴先生说，此后，他从开车族
变成了公交族，看着车外小轿车堵
得水泄不通，快速公交专用道却畅
通无阻，感觉很爽。如今，快速公
交要从农业路上“搬走”，他很舍不

得。为了留住这段美好的记忆，昨
天上午，他来到农业路的每个BRT
站台，拍照留念。

昨天下午，在农业路与桐柏路
交叉口东侧的站台上，几名年轻人
正在用手机拍照留念。他们也是
BRT公交上的常客，几乎每天上下
班都要乘坐。

据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的工作
人员介绍，2014年，郑州BRT日均
客运量已高达53.82万人次。经过
5年多的运营，BRT已逐渐融入市
民的生活。 线索提供 惠先生

区域 结婚（对）离婚（对）补结（对）补离（人）
金水区 192 130 53 12
中原区 134 56 42 2
二七区 101 52 34 2
管城区 81 43 34 3
惠济区 62 26 20 3
郑东新区 52 19 11 0
高新区 37 8 17 0
经开区 20 6 5 0
上街区 20 10 8 1
航港区 17 11 2 0
（感谢市民政局及各区婚姻登记中心提供数据支持）

柳树绿了，花儿开了，
满怀幸福憧憬的有情人，也
忙着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让幸福像花儿开放了。上
周，郑州市各区共有716对
新人前往婚姻登记部门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同时有
361对夫妇离婚。

工作人员表示，虽然上
周没有特别的“好日子”，但

前来领证的人仍不少，比前
一周稍有增加。一些新人
领结婚证的日子看似寻常，
聊起来才知道，其实用心良
苦，比如，有选两人初次见
面日期的，有选女方生日
的，还有一个年轻人特意选
择父母当年领结婚证的日
子领证。

（记者 蔡君彦）

露天烧烤随天气回暖
如若占道可举报它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天气向暖，郑
州市区露天烧烤也有复苏
之势。昨日记者从郑州市
城市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年
底前三环以内占道露天烧
烤将被基本取缔。

根据计划，今年年底
前，市区三环内占道露天烧

烤要基本取缔完，包括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等。4月中
旬前，餐饮服务场所必须设
置专用油烟排放通道、安装
油烟净化装置。市民如发
现有商户在“禁烧区”占道
露天烧烤，可拨打郑州市城
管 局 指 挥 中 心 电 话
67172110举报。

牵手在春天里
幸福像花儿开放

农业路BRT站台开拆在即
市民纷纷拍照留念

week一周聚散离合

【通报】
机动车逾期未检验存隐患
多家单位被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