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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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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半天工作制
●行政内勤 5名 3500元以上
●社区客服10名 4000元以上
●销售精英10名 8000元以上
●业务主管 3名 15000元以上
要求：25一45岁，高中以上学
历，男女不限。待遇：三金十双
休十节假日十公费旅游。
李主任15378761973

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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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减资公告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170050342K）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56000万元减少为32100万
元，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特此公告！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29日

本报讯 继世界传感
器大会之后，又一次信
息科技领域的世界级盛
会将在郑州举行。逐鹿
中 原·极 客 之 光 首 届
RealWorld 国际（郑州）
网络安全大赛暨国际网
络安全郑州论坛将在12
月 1 日至 3 日正式拉开
帷幕。届时，来自全球
的20支世界顶尖战队将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2D
展厅展开激烈角逐，大
咖云集的国际网络安全
郑州论坛将在绿地 JW
万豪酒店举行，本次大
赛参观将采取注册制预

约开放，感兴趣的读者
可点击内文注册链接。

本次大赛参观采取
注册制预约开放，感兴
趣的读者可点击注册链
接，填写相关信息，成功
注册后，即获得大赛观
众资格。您可参观选手
比赛区一睹超强战队激
战盛况、在 HackValley
体验区亲身体验极客脑
暴、在网络安全技术论
坛学习全球顶尖黑客的
前沿研究成果。官网地
址 www.realworldctf.
cn。

本报讯 11 月 28 日
上午，为期3天的第八届
中国河南国际老龄产业
博览会（下称“老博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启
幕，吸引了来自12个国
家和地区的400余家企
业、机构参与展览展示，
为养老服务业搭建起大
型的交流合作平台。在
本届老博会的高峰论坛
上，有业内人士表示，养
老服务业要想走得更
远，核心就是要做好服
务。

老博会已成功举办
七届，今年是第八届。
作为全国老龄产业的国

际性老龄产业盛会，本
届老博会在民政部、全
国老龄办、河南省民政
厅、河南省老龄办的指
导下，由河南省工商业
联合会、河南省老龄产
业协会、河南省老龄产
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银铃
基金管委会共同主办，
吸引了来自日本、法国、
美国、新加坡以及中国
台湾、中国香港等12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
企业同台亮相，共设千
余个标准展位，预计将
吸引参观者逾4万人。

前两季度拟发放365万补
贴，第三季度猛增至949万

去年11月23日，郑州市政
府正式发布“智汇郑州”人才政
策，包含对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
的重金引入、“零门槛”落户、对
青年人才发放生活补贴以及青
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等政策，其
中的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政
策颇受关注。

新政规定，新引进落户、郑
州市户口未迁出的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35岁以下的硕士研究
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生
在郑州首次购房的，分别给予10
万元、5万元和2万元的购房补
贴。算起来，“智汇郑州”人才政
策实施已有近一年时间，目前效
果如何？

近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从郑州市房管局了解到，

“智汇郑州”人才政策实施以来，
2018年前3季度房管局已公示
所有符合申领购房补贴的青年
人才名单，共拟发放补贴1314
万元。其中前两季度拟发放365
万元，第3季度拟发放949万元。

为什么第三季度一下子增加
这么多？郑州市房管局人才专窗
一名工作人员分析称，“政策刚发
布时申请的人相对少一些，因为
很多毕业生需要完成选房、买房、
签合同、网签、交税等手续，目前
人才政策实施大半年了，很多大
学生已经陆续办完各种手续，申
请购房补贴的青年人才明显增
多，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

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中，研
究生占比超九成

11月 28日，在郑州市房管
局办事大厅人才专窗，今年刚刚
硕士毕业的小赵正在办理购房
补贴申请。“我是在外地读的研
究生，毕业后就想回老家河南发
展，听说有购房补贴，就带着资
料来了，5万元的补贴还是很可
观的。”小赵认为，郑州现在发展
很快，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和小赵想法一样的大学生
不在少数。日前，大河报记者曾
调查近200名在郑求学的大学
生，有78.1%的大学生看好郑州
发展前景，愿意留在郑州工作，
会考虑购买住房。

记者了解到，经过受理、初
核、上报、公示、经费申请等一系
列流程后，购房补贴将由市政府
批转市财政局向各区域拨付资
金，资金到位后由各受理单位每
季度集中将购房补贴资金全额拨
付至申请人个人账户。

此外，记者梳理名单发现，
在所有通过审核的青年人才中，
硕士研究生的比例占到90.5%。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副院长宋向清分析认为，

“一来研究生毕业人数每年在上
升，基数在增加；二来郑州的购
房补贴政策对研究生要求较为
宽松，因此占比较大。”“建议相
关部门适当放宽本科生的申请
条件，让更多学子享受到政策红
利。”宋向清称。

2018年前3季度郑州市房管局已公示所有符合申领购房补贴的青年人才名单

1314万元购房补贴发给青年才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冯子雍 文 记者 白周峰 摄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本周末郑州有一场世界级盛会

20支世界顶尖
战队逐鹿中原

2018年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老龄产业
博览会启幕

如何做好养老服务业？
服务服务，还是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本科补贴2万元、硕士补贴5万元、博士补贴10万元，郑
州申领补贴的青年人才日益增多，发放数额也逐步增加。近
日，记者从郑州市房管局了解到，第三季度郑州拟发放949万
元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加上前两季度的数额，三个季度郑
州共拟发放1314万元购房补贴。

虽然新政发布近一年，但在补贴申请条件、办理手续等方
面，仍有不少大学生把握不准。对此，本周五郑州市房管局相关
科室负责人将做客大河报解答政策热点、难点问题。

补贴政策有疑问请留言
“购买二手房可以享受

补贴吗？”“购买公寓能享受
补贴吗？”“通过继承、赠予得
到 的 房 产 能 享 受 补 贴
吗？”……据郑州市房管局相
关负责人反映称，虽然“智汇
郑州”人才政策已推行一年，
但仍有不少大学生对政策把
握不准。

对此，本周五（11 月 30
日）记者将邀请郑州市房管
局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做客

“大河民生面对面”。如果
您对郑州人才政策有什么
疑问，欢迎留言，房管专家
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发 送 问 题 至 邮 箱 ：
373454119@qq.com；

2.扫描二维码关注“大
河楼评”（dahebaoloushi）微
信公众号并向后台留言。

购房补贴申领条件
1.本科毕业生、硕士研

究生年龄应在35岁以下，博
士研究生不设年龄限制。

2.教育部等部委公布的
“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世
界大学排名前 500 位院校
（以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院每年公布的名单及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机 构
Quac-quarelliSymonds 发 布
的QS世界大学最新排名为
准）的本科毕业生（不含上
述高校中招生分数低于本
校统一录取分数线的其他
校区，或分校、网络学院、独
立学院以及委托培养、定向
培养的毕业生）。

3.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
毕业，并在毕业 3 年内落户
郑州。

4.在郑州首次购买住
房，且购房合同已完成备
案，并按规定纳税，取得完
税凭证。

5.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
须在2017年11月23日（含）
之后购房方可享受该项补
贴。

今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小赵正在办理购房补贴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