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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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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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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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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分类广告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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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出租仓库厂院

●厂院十亩食品优先13503865210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可

多用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转让

●临街小宾馆转17603887812
●三院对面旺铺转15517160056

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移机加氟55573595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公告

●我公司河南昕博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帐号：0000025864
0730018012，原遗失的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已找回，现需

恢复正常使用，特此公告！

声明

●崔肖南丢失河南广播电视大

学审计专业大专毕业证，证

书编号602290，声明作废。

●因本人不慎，将郑州天地人

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
年7月3号，开具的姓名：杜

运动，房号：C65-6,票号：00
44860，金额：￥5000元的合

同保证金收据丢失，现声明

以上收据作废，以后由此引

起的一切纠纷均有本人负责。

●姓名李文涛，郑州大学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本

科毕业证不慎丢失，证书编

号44001002，声明作废。

●刘广智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建

造师证书丢失，证书编号003
59806，注册编号豫2410909
13287，聘用企业河南中亚工

程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河南省强联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编码4107000
193321，声明作废。

●我司郑州朵朵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由于保管不善，遗失于

2015年9月24日向锦艺城支付

的意向金收据，法人：李滔；

身份证号：42272319741206
3118；收据号：8106421；名
称：郑州朵朵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金额为21280元。特此

声明该收据作废。

●正昊能源设备防护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28675376006N，河北

省建设工程投标企业信用信

息服务卡丢失，进冀备案编

号：进冀20183713，声明作废。

●洛阳奥吉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章丢失（编码410305
0085991），声明作废。

●王小兵，男，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资格证书（证书号码：2010
4115251001968）遗失，任教

学科：计算机软件，声明作废。

●王小兵，男，南阳理工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升本）专

业本科毕业证书丢失，证书

编号116531200805001399，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明邦成都特色

小吃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代

码：92410103MA40LGPL
3T声明作废

●洛阳梦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3050073081）
丢失声明作废。

●刘海军丢失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110410000050037，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璐娜婚纱摄影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
2MA42TQD83L，机构信用代

码证G70410102065627508丢
失，声明作废。

●苏登山产权证号1601085348
-1，王红产权证号160108534
8-2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遗失声明

邓州赵安业中医诊所法人代

表：赵安业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不慎遗失登记号为：PDY
41138117D2122-871 特此声明

●朱秋月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152
6055102754，声明作废。

小区多棵大树被砍断倒地

8月 21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来到郑州二七区淮
河东路与淮北街交叉口的绿云
小区，该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
小区东侧被围挡围了起来，大
门上贴着“绿云片区百城提质
建设第一阶段正式施工”等字
样。走进该小区东大门，两侧

均是刚铺好的地砖，多名工人
正在施工。

在该小区的阳春里 2号
院，一排居民楼北侧是一片约
100平方米的区域，该处5棵
直径约20厘米的无花果树被
人拦腰砍断，树冠倒在地上，枝
叶仍十分翠绿，树上均已挂果。

据小区居民李先生说，小
区的树被损坏，从7月下旬已

开始了。7月23日，小区内多
棵树木的树皮被剥掉；4天后，
一棵无花果树被拦腰砍断。到
了8月17日，小区又一棵树被
砍，8月21日院内几棵无花果
树全被砍断。

小区居民曾对树木去留存
争议，谁是肇事者？

为啥小区的树遭人砍？李
先生说，今年5月开始，该小区
作为郑州二七区老旧片区百城
提质工作的示范区，对小区基
础设施和环境进行改造。其
中，该小区阳春里2号院的花
坛、充电车库以及休闲区域也
是改造的重点。从 7月份开
始，小区居民对院内的树木是
否保留产生了争议。一部分居
民认为，小区无花果树的果子
成熟常掉落在地上，时间长了
不仅脏臭，还招来不少蚊蝇，提
议将几棵无花果树移除。而另
一些居民则认为，小区树木已
长了20多年，不应该移除。

该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朱
女士介绍：“小区的无花果树是
8月21日凌晨被人砍掉的，可
能是业主砍的。”但具体是谁，
她也不太清楚。她说，其实，7
月初开始，社区针对小区改造
的问题征求大家意见，对小区
哪些树该保留、哪些需移除等，
社区与物业均征求过居民的意
见。而对业主们存在不同意
见，物业公司也一直在协调。
没想到，业主们没达成一致，便
出现了毁绿的情况。

凌晨多棵大树被砍，小区
保安没发现吗？朱女士称，她
事后专门问了小区的 3名保
安，但保安都说没发现，由于保
安失职，每人被罚款100元。

针对朱女士的说法，8月
22日，多名小区业主表达了不
同意见，他们认为“是物业公司
纵容了毁绿，为达到改造的效
果和美观，增加小区硬化面积，
故意找人砍树的”。

社区承认施工前与小区居
民沟通不到位

8月22日，郑州二七区淮
河路街道办事处绿云社区相关
负责人罗女士介绍，这次绿云
小区改造提升全是二七区政府
投资的。对于该小区居民对树
木是否移除这一分歧，社区也
多次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征求意
见。在这几棵有争议的无花果
树所在区域，规划的是小区的
娱乐休闲场地。在居民一致意
见尚未达成的7月底，小区便
出现了第一次恶意破坏树木的
情况。当时，社区在未取得砍
伐证的前提下，专门在每棵无
花果树四周用混凝土垒砌圆形
花池，准备在树下设置树凳。
没想到，小区又接连多次出现
砍树的情况。

“这些无花果树是小区一
位老先生种的，老先生已去世，
但老人的儿子很支持小区改
造，也同意把树移除。目前，小
区只有一小部分居民不太愿意
把树移除。”罗女士说。对于一

些小区居民称“树是物业砍
的”，罗女士不认可：“若是物业
砍的，为啥还会垒水泥花池？”

罗女士受访时也承认，在
小区改造前期施工时，确实与
居民沟通不到位，导致一些居
民产生了误解。小区改造并非
将绿化全部毁掉，而是除掉杂
草、杂树，尽量保留原有树木。
但是，由于老旧小区改造并没
提前设计规划，而是一边施工
一边改造设计，这也让小区部
分居民不太满意。但是，社区
会尽量做到让小区居民满意。
她说，该小区改造后将重新绿
化，届时，对已砍伐的树，根据
居民的需求也会进行补栽。

伐树者涉嫌违法，园林执
法、公安部门已介入

河南中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鹏辉表示，无论是谁伐的树，
伐树者均涉嫌违法。

8月22日，负责园林执法
的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四
大队一中队负责人介绍，经了
解，该小区并未取得砍伐证。
7月底开始，市民已向他们举
报该小区树木被毁的情况，他
们也多次到该小区进行调查。
但由于该小区未安装监控，找
不到毁绿的人，暂时无法给予
相应处罚。据他介绍，截至目
前，该小区已有7棵直径约20
厘米的树木被砍伐。8月 21
日，对这次大面积的毁绿事件，
他已报警。目前，郑州市森林
公安局已介入调查。

绿云小区遭毁绿 多棵大树被砍断
砍树者涉嫌违法，郑州市园林执法、森林公安等已介入调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仝召茂 文图

郑州绿云小区多名业主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反映说，8月21日，该小区多棵直径约20厘米粗的大树
被人砍伐。记者采访了解到，该小区目前正进行老旧小
区改造，居民对小区的部分大树是否移除存在争议，但具
体谁砍的树仍不清楚。律师表示，因小区并未取得林木
采伐许可证，砍树者涉嫌违法。目前，郑州市园林执法、
森林公安等已介入调查。

郑州绿云小区多棵大树被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