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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市场服务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

门峡服务区文明创建提升改造项目已批
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要求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齐全。
2、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6月 14日-6
月20日到郑州市中原路93号1805室
领取招标资料。
3、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0371-67853239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灵

宝、三门峡、洛阳服务区门头灯箱改造工
程已批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要求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或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齐全。
2、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6月14日-6月
20日到郑州市中原路93号1805室领
取招标资料。
3、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0371-67853239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灵

宝服务区文明创建提升改造项目已批准
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要求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或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齐全。
2、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6月14日-6月
20日到郑州市中原路93号1805室领
取招标资料。
3、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0371-67853239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夏日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文学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及邮
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7）013号裁决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
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布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决，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
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17年6月14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悬赏公告
被执行人：海南港弘泰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秀英区港澳开发区向荣1号
法定代表人：张荣显，男，汉族
出生日期：1945年4月18日
公民身份号码：412925194504180010
执行标的：58.868万元及利息
举报电话：0898-66727553；联系人：陈学
悬赏期限：2017年6月8日-2018年6月7日
悬赏条件：所提供线索若真实有效，举报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张荣显（原法定代表人张保顺，身份证号

412425197307270010）藏匿住处，奖赏举报人200元至1000元，促使被执行人全部履行或部分履行义务的，
本院将依申请人承诺给予举报人按照执行到位标的金额百分之十的奖励，并对提供线索的人员身份予以保密。

悬赏理由：本院在执行申请人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港弘泰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海南港弘泰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悬赏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院特发执行悬赏公告。

2017年6月8日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区

管理分公司服务区剩余停车位提示系统
已批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6月14日-6月
19日下午5点30之前，至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路93号院1713房间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王涛
电话：0371-86549309。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区

管理分公司服务区监控改造工程已批准
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2017年6月14日-6月
19日下午5点30之前，至河南省郑州市
中原路93号院1713房间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王涛
电话：0371-86549309

开封市通许县黄金地段现有土
地约200亩，土地性质为商业住宅
用地。地理位置优越，土地手续齐
全。此项目特别适合综合体、住宅
开发，现诚邀合作伙伴，共同开发。
联系电话：黄先生：13506550688

徐先生：15225167111

土地开发合作

招商公告
京港澳高速公路安阳服务区，

因经营需要，进行车辆降温加水业
务招商。要求资质齐全，市区有实
体商铺，有意者请于公告发布五日
内携资质报名，具体详细咨询请与
安阳服务区联系。
报名地点：京港澳高速512公里处安阳服务区
联 系 人：周经理 电话：0372-2748302 18737293452

新华社上海 6 月 13 日
电 6月13日，光大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30架
C919 大型客机购买框架协
议。至此，C919大型客机国
内外用户达到24家，订单总
数达到600架。

中国光大银行行长张金
良表示，光大金融租赁一直
对C919 大型客机研制和生
产保持热切关注。“未来，我
们还将继续与中国商飞公司
就飞机研制、海内外市场营
销等方面进行更为广泛、深

入的合作。”
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

田民表示，中国商飞公司十分
珍惜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坚持

“安全至上、客户为本”，准确
理解客户需求，及时满足客户
需求，全面按照国际适航标准
开展飞机研制，努力为客户和
乘客提供安全可靠、可信赖的
产品和服务。

据悉，光大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银行控
股子公司，持股比例90%，于
2010年 5月开业，注册资本
37亿元人民币。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国留学
生失联事件发生后，中国驻芝
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余鹏与侨
务组、教育组工作人员一起6月
12日前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
校（UIUC)，了解该校中国访问
学 者 章 莹 颖 (Yingying
Zhang，27岁)，失踪案件情况，
促请当地警方和校方加大力度
进行搜寻和调查。

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

访问学者章莹颖外出办事途中
失踪，当地警方及学生学者、华
侨华人全力投入搜索，但三天
过去了，章莹颖至今下落不
明。章莹颖是在离开住处前往
租房签约过程中，坐上一辆深
色 Saturn Astra 汽车后失踪
的。

当地警方向我方通报表
示，已将章莹颖失踪案作为最
重要的案件，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进行调查。

从目前掌握的监控录像来
看，章莹颖于9日下午2:06上
车后失踪。警方正在全力搜索
章失踪前所乘车辆，并已请联
邦、伊州以及其他相关执法部
门部提供协助。余鹏向章莹颖
所在院系及该校国际学生事务
办公室表达了对此案高度关
切，希望其高度重视校园内中
国学生安全问题，对案件调查
提供大力协助。

人民网

西安市13日起进一步放
宽部分户籍准入条件，进一步
放宽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落
户的年龄限制，将“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国民教育同等
学力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条
件中，本科学历人员（含国民
教育同等学力和留学回国人
员）落户的年龄限制，由35周
岁（含35周岁）以下，调整至
45周岁（含45周岁）以下；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不
设年龄限制。

西安市从3月份落户政

策 实 施 以 来 共 迁 入 落 户
64344 人，同比增加 49925
人，增长了346%。西安实施
的户籍新政，不仅照顾到了普
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落户
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技能人才、投资纳税者、买房
入户者和长期在西安市区就
业并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人员
落户西安的门槛。为鼓励创
业，此次户籍政策调整还降低
了对个体工商户的条件。西
安市的落户新政策没有设置
时限，这一惠民政策将长期实
施。 央视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2 日
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和相
邻马里兰州的检察长12日联名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诉
讼，控告他作为总统违反美国
宪法中的薪酬条款，寻求通过
法院立案审理迫使特朗普公开
纳税申报表。白宫当即指责这
一诉讼具有党派政治动机。

这是美国首次由政府实体
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华盛
顿特区检察长卡尔·拉辛和马
里兰州检察长布赖恩·弗洛斯
在呈交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
的起诉书中说，特朗普今年 1

月就职以来，打破避免所任公
职与私人利益冲突的多个承
诺，收受外国政府费用和利益
数以百万美元计，不仅“史无前
例地违宪”，也破坏了美国政治
制度完整性。

两名检察长还表示，如果
联邦法官同意立案，将要求获
取特朗普的财务记录，包括他
自竞选以来一直拒绝公布的纳
税申报表，以评估其与外国政
府的经济往来状况。他们还指
责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参、
众两院没有认真对待特朗普所
涉利益冲突问题。

由于两名检察长都是民主
党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此在
12日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党派政
治可能是（诉讼）动机之一。”斯
派塞说，预期特朗普政府将寻求
阻止联邦法院立案受理。

美国宪法薪酬条款规定，
联邦政府官员未经国会同意，
不得收受外国政府任何礼物、薪
酬、官职或荣誉头衔。美媒援引
法律界人士解读说，根据这一法
律，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官
员不得从与外国政府有经济往
来的公司运营中获利。

美两名检察官起诉特朗普违宪
白宫指责有党派政治动机

中国女访问学者在美失踪多日仍无音信
美警方已将该案作为最重要案件调查

大型客机C919获新客户
订单总数达到600架

西安放宽户籍准入条件
本科45岁以下可落户

6月11日晚，警方从监控中找到了章莹颖下车的画面。视频截图警方目前追踪的线索之一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