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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股东：
为确保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我行”或“郑州银行”）内资股股东持
有的股份在我行A股上市后能够顺利登记
入户，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证券登记规则》要求以及我行A股发行
上市进程安排，需登记股东的A股证券账
户信息，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登记对象
郑州银行内资股自然人股东、法人

股东。
二、登记时间
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6月10日

9:00-16:00（周六、日正常办理）。
三、登记须知
此次证券账户登记工作由招商证券郑

州营业部协助办理。
（一）已开立过A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股东、法人股东
应确保已开立的A股证券账户能够

正常使用。如不确定能否正常使用，可致
电原账户开立证券公司或招商证券郑州营
业部（0371-69166166）查询。

如A股证券账户不能正常使用的，须
到原账户开立证券公司营业厅或招商证券
郑州营业部临柜办理激活手续，确认账户
可正常使用后再进行信息登记。方便起
见，也可新开账户并同时进行登记，自然人
股东直接前往招商证券郑州营业部或郑州
银行指定营业网点，法人股东须前往招商
证券郑州营业部。

如A股证券账户为正常状态的，请按

以下要求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携带本人股权证、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A股证券账户卡（深
圳）或账户书面信息（请至开立账户证券公
司营业厅打印并盖章），到郑州银行指定营
业网点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携带股权证、A股证券
账户卡（深圳）或账户书面信息（请至开立
账户证券公司营业厅打印并盖章）、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代
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文件均需加盖公
章）至郑州银行总行营业部进行登记。

（二）无A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股东、
法人股东

无A股证券账户的股东，请先开立A
股证券账户后再按照上述第（一）项要求进
行登记。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途径如下：

1.自然人股东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智能手机、第三方银行卡，在郑州银行指
定营业网点进行办理。

招商证券可关联的第三方银行卡共
19家：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交
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广
发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中
信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上
海银行、邮政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

2.70 岁以上(含 70 岁)无 A 股证券
账 户 的 股 东 ，请 先 致 电 招 商 证 券
（0371-69166166）确认本人是否符合证
券账户开立条件。符合开户条件的股东，
需本人亲至招商证券郑州营业部开立A股
证券账户后办理信息登记手续。

特别提示：70岁以上（含70岁）无A
股证券账户的股东建议本人与代理人共同
前往招商证券郑州营业部签署委托代理
函，以便于后期办理相关业务。

3.法人股东新开立证券账户，需携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正副本原件，法人身
份证复印件三份，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代表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各两份，公章、财
务章、法人章，至招商证券郑州营业部办理
开户手续。

四、其他事项
1.所有已办理股份确权登记的自然人

股东、法人股东均须登记有效的A股证券
账户信息，如未提供A股证券账户信息或
提供无效A股证券账户信息的，将导致持
有的我行股票无法顺利登记入户并影响后
续正常交易。

2.尚未办理股权确权的股东，请先至
郑州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办理股权确权登记
托管手续，再根据前述要求结合自身情况
到指定地点办理证券账户登记。

五、办理地点
（一）招商证券郑州营业部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9

号新芒果大厦4楼。
（二）郑州银行总行营业部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
（三）郑州银行商鼎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与黄河

路交叉口东北角。
（四）郑州银行优胜北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北路1号1层。

（五）郑州银行纬五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12号。
（六）郑州银行金城支行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71号院。
（七）郑州银行中原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43号

附18号。
（八）郑州银行汝河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汝河路92号中原

新城2号楼。
（九）郑州银行互助路支行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73号。
（十）郑州银行政通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62号院1

号楼裙房1层A1001号。
（十一）郑州银行五里堡支行
地址：郑州市京广路与淮河路交叉

口北50米。
（十二）郑州银行管城支行
地址：郑州市管城区商城路206号。
（十三）郑州银行未来路支行
地址：郑州市管城区未来路866号未

来名家1号楼附6号。
六、咨询电话
郑州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0371-67009056/67009199
招商证券郑州营业部
0371-69166199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登记股东
A股证券账户信息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张琦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5月
24日，京东物流首次公布了无人
仓的世界级标准，标志着由中国
自主研发的无人仓智能控制系
统，正在开启全球智慧物流的未
来。在这个无人仓中，操控全局
的智能控制系统，为京东自主研
发的“智慧”大脑，仓库管理、控
制、分拣和配送信息系统等均由
京东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整个系统均由京东总集成。

快递业正在迎来前所未有
的大机遇和大繁荣，据中国国家
邮政局预计，2018年中国快递
业务量将完成490亿件，同比增
长22.2%。按2016年末中国大
陆13.8亿人口计算，人均快递量
达35件。快递业蓬勃发展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2009年修订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以经营许可的方式放开了民营
快递业务。打破体制束缚之后，
民营快递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不
仅给公众生活购物带来了巨大
便利，同时也因鱼龙混杂而增添
了不少麻烦。

揆诸报端，“毒快递”时有发
生，有些甚至酿成了生命悲剧，
至于违法违禁物品，更是时常假
快递企业之手进行传播。究其
原因，虽然《邮政法》《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了验视制度，但出于效率和利益
的考虑，快递公司往往对此“网
开一面”。既不知道是谁寄出的

邮件，也不知道邮件里面到底是
什么东西，分拣、运输等环节出
现的管理真空，不免给“毒快递”
留下可乘之机。

对于任何产业来说，健康有
序的市场环境都是做大做强的
基本保障。从无序竞争中一路
走来，快递市场行业普遍存在低
价竞争、同质服务等现象，粗放
式管理不仅为公共安全留下隐
患，而且也阻碍着企业的进一步
发展。2015年10月26日，《国务
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对外公布，其中不仅展望
了快递市场前景，而且明确提出
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就连不起眼
的快递专用电动车，也因此有了
国家标准。

国内日均快件处理量超过
1亿件，以快递业务量之巨大，要
求监管部门逐一核对相关信息
显然不可能，维护快递市场的健
康发展，关键在于强化快递企业
的管理职责和义务。以此为背
景，京东自主研发的“智慧”大脑
颇具现实意义，从商品入库、存
储，到包装、分拣，真正实现全流
程、全系统的智能化，由此不仅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
以减少人为因素对快递质量和
信息安全的干扰。快递实名制
时代已经来临，不仅有必要通过
法律形式明确快递企业所应承
担的责任，而且有必要敦促快递
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
级，以全程可控的业态保障公共
利益以及行业健康发展。

全程可控
应成为快递业常态

今日评论 关键词 防盗网

防盗网需要行业规范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为了安全，郑州某小区二楼
的住户安装了防盗网。同样为了
安全，住在三楼的住户要求二楼
拆掉防盗网，因为三楼住户觉得
小偷可能顺着防盗网进入自己
家。协调无果后，三楼的住户准
备起诉二楼的住户。同时，这一
事件也引发了市民的关注和热
议。不少市民认为，类似的情况，
对住在低层住宅的人来说，每个
人都可能遇到。一旦楼下住户安
装了防盗网，就会倒逼楼上也考
虑安装，如此往复，隐患就会被逐
层转嫁。

经历过多次协调沟通之后，
此事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已经达
成协议，楼下住户同意尽快拆除
防盗网。就事论事，这种结果看
似皆大欢喜，不过，如果从围观者
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却未免
令人有些意犹未尽——邻里矛盾
暂时是缓解了，但是，防盗网到底
能不能装呢？或者，防盗网到底
应该怎么装？

实事求是地说，楼上住户的
担心并不多余，因为顺着防盗网
爬到楼上入室盗窃的案件并不鲜
见。退一步说，就算对簿公堂，楼
下住户多半也没有胜算——《物
权法》第九十五条明确规定：不动
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
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

危及相邻不动产的正常使用和安
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有权要求
施工的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相应的
担保。类似民事纠纷中，这一法
律条款被引用频率最高。与之相
类似的是，《民法通则》第83条明
确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当按
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
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
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
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
损失。

问题是，上述法律条款都是
一种原则性规定，而没有更进一
步的细节规定——防盗网到底应
该怎么装，才不至于危及相邻不
动产的正常使用和安全？法律细
则的缺失令人感到困惑，更令人
困惑的是，防盗网本身应当遵循
什么样的建造标准，至今依然“妾
身未明”。

现实生活中，防盗网随处可
见，作为居民楼的一种主要防护
措施，其早已走进千家万户。虽
然防盗网的概念尽人皆知，但公
众对防盗网的理解却各不一样，
因为没有统一的设计安装规范，
防盗网的形状不尽相同。内嵌式
防盗网、箱笼式防盗网、隐形防盗
网……林林总总的防盗网遍布大
街小巷。除了形态不一之外，防
盗网的材质也大相径庭，有的使
用铝合金，有的使用不锈钢，还有

的是铁棍焊接而成。更为重要的
是，防盗网的设计尺寸和安装标
准各不相同，决定防盗网间距的
只有约定俗成的行规，除此之外，
更多的是根据价格“量身定做”。

因为缺少明确的国家标准，
新建小区的防盗网多由开发商自
行决定，出于美观及成本的考虑，
开发商往往更看重防盗网的视觉
效果，而无暇顾及具体的技术细
节。对于已建成小区来说，如何
安装防盗网俨然是住户私事，若
非危及他人，很少有人过问。技
术标准的缺失，使防盗网自身质
量参差不齐，不仅容易使之成为
窃贼攀爬的阶梯，其自身也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近年来，由防盗
网引发的各类事故不胜枚举，有
些是儿童被卡，有些是突然坠落。
究其原因，防盗网在制作安装的
过程中，缺少准确规范的行业规
定。

防盗网的外观材质、疏密程
度、如何焊接、怎样固定……这些
细节都无一例外关系到公众的切
身利益和人身安危，理应有更加
清晰而准确的行业规范。同样是
居民防盗设施，防盗门已经有了
国家标准，防盗网国家标准有必
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建立在标
准化设计、施工、验收的基础上，不
仅邻里之间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
的纠纷，公共安全也将因此而更
加有保障。

同样是居民防盗设施，防盗门已经有了国家标准，防盗网国家标准
有必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建立在标准化设计、施工、验收的基础上，不
仅邻里之间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公共安全也将因此而更加有保
障。（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AⅠ·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