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言

12月9日，舞阳县供电公司运维
检修部工作人员在巡视时发现10千伏
蔡辛线16号杆拉线存在锈蚀、松动，立
即进行维护，消除安全隐患。

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题责
任，舞阳县供电公司从小处着手抓安
全，严控安全风险。要求各班组从身边
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研究每一项工作计
划，填好每一张工作票。分析查找存在
的每一处人身、电网、设备隐患，及时进
行整改。实行反违章工作“零容忍”，小

惩大诫根治反违章,每月进行反违章
检查并通报检查情况，小心谨慎确保
大安全。加强员工岗位安全技能培
训，将“安全生产大如天”“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安全理念植
入员工心中。安全质量监察人员深入
各类作业现场全过程进行督察，发现
不安全现象及时纠正，使每时每处都
处于严密监护之下，对安全生产起到
了有效监督作用。

（薛俊峰 胡海洋）

舞阳县供电公司：小处着手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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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国有工业用地寻求合作

标准厂房租售18637101529
●绿源路厂房出租2000平方可

分租水电齐全1350383678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爱心家政保姆护工63883878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交通
方便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任红飞，男，30岁，家住河
南省巩义市站街镇北瑶湾村
水沟。您的父亲因患脑梗死
行动不便需要有人照顾，望
速与家中联系！父亲翘首以盼

公告

●本人张蒙因不慎遗失2008年
10月1日与郑州市市场发展
局中原市场中心签订的《商
铺委托经营合同》商铺编号：
B区6排12号原件以及签订的
《商铺联建协议书》收据金
额131579.00元编号NO:006
3652原件。现声明作废，特
此公告。公告人：张蒙
●河南四望山红色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344978280G）股东会
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声明

●高增辉的军官证遗失，号码
为：军字第1663714号,现登
报声明作废。
●管晨玲，女，遗失护士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评审通过时
间2008年5月份，证书编号
08094804，丢失时间2018年
10月07号。声明作废。
●张琴遗失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毕业证，证书编号1
43831201406000461声明作废

●张旭注册会计师证书丢失，
证书编号：310000060989，
声明作废。
●郑州飞鹿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原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冠牡丹科技产业园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章遗失，声
明作废。
●郑州培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5MA44CXBC1J)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维科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44
KHX38L（1-1）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栾川仁和医院遗失公章，法
人章(周健），合同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程占飞遗失平顶山工学院房
屋建筑工程专业毕业证，证
书编号117651200506000226，
声明作废。
●王留宾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095786)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袁井雪，身份证号：4105
23198812016513，遗失浩创
梧桐郡11号楼1单元1303号购
房收据收据编号：4004148收
据金额6691元开具收据日期：
2014年8月27号，现声明作废
●本人韩松勇身份证号：1349
57（后6位）将2007年7月12
日锦荣商贸城开具的票据丢
失（金额10000元票号0277
642）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方俊秀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护理(英语方向)专业专科毕
业证书丢失，证书编号13780
1201206003016，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周童食品经营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2MA3XHUB74T)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不慎将郑州金水区万林
·东方富田项目预付款收据丢
失，姓名：张天龙，收据号：01
66251，金额：310000元，此收
据声明作废。

近日，为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性教育，郑州客运段高铁一
队党总支在全体党员中开展“我出题你审题，大家一起来学习”活动，以便更
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王清君）

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开展学习活动

一个LOGO引发的争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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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刊发
《某市花 400 万买 LO-
GO？设计圈却炸了锅！》
一文的微信公众号，为武
汉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但
昨日下午，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通过多种途
径试图联系该公司及该
文作者“美丫”，均未获得
回复。

中国裁判文书网资料
显示，洛可可国际品牌策
划（北京）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北京洛可可科技有
限公司，共牵涉了5起有关
知识产权权属、侵权及合
同纠纷。

昨日下午，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致电该公
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网传该公司为焦作市旅游

局设计LOGO费用为400
万元为谣言，因据他了解，
这项费用仅仅20万。至
于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

对于按其要求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的采访提纲，
截至昨晚8时发稿，该公司
亦无回音。

当地官方报道也显
示，在今年 10月 17 日下
午召开的焦作市全域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暨城市品牌
形象标识方案汇报会上，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强
调，要突出规划的透明度
和社会认可度，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尤其是旅游从
业者、大中专院校和文化
界人士的意见，增强规划
的科学性和社会的认可
度。

城市旅游视觉设计有必要 但需谨慎

昨晚 8 时 30 分许，该局向大
河报发来了《情况说明》。

该《情况说明》说，近日，该局
发布了焦作城市品牌形象 LO-
GO，引起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但12月9日网传焦作市旅游局为
该LOGO花费400万元巨资等为
不实消息，严重背离事实，纯属谣
言。

根据该说明，城市品牌形象
标识是一个城市文化和风格的载
体。近年来，焦作作为全国优秀
旅游城市享誉全国乃至世界，为
了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焦作，了
解焦作，今年5月，该局委托洛可
可国际品牌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进行焦作城市品牌形象设计工作
（LOGO标识及VI系统设计费用
共19.08万元）。

对焦作城市品牌形象标识设

计过程，该情况说明说，洛可可设
计团队在充分了解焦作城市文化
的基础上，精心梳理出最具焦作
特色的元素，历经4次设计提报，
共设计了 40 个标识方案。在此
基础上，该局一是先后征求了相
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确定了20
个征求意见标识方案；二是面向
社会和焦作高校发放了近万份书
面征求意见书；三是通过我局微
信公众号进行网络投票，有效投
票 815 人次。经多方意见汇总，
最终确定了该LOGO。

至于焦作城市品牌形象标识
含义，该文认为整体含义丰富，将
该市最具代表性的太极拳、山水
元素包含其中，且造型、含义与焦
作紧密关联，具有唯一性，能够充
分彰显焦作“太极圣地·山水焦
作”的城市形象。

对于焦作旅游局此
次争议事件，河南省旅游
行业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
经理人昨晚受访时表示，
这是近年来省内外、国内
外不少城市逐渐兴起的做
法，本无可厚非。

“产品有品牌，企业
有品牌，一个城市要想发
展旅游，也得有品牌，那就
需要视觉设计去进行宣
传，这个视觉设计，也就是
VI系统。”他说，如果一座
城市不想被遗忘，就必须
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
的城市，打造自己独具特
色的品牌，具备品牌最直
接的视觉体现也就是它的
形象标志和一系列视觉规
范，尤其是在当前旅游竞

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
“旅游城市VI，也就

是视觉设计的基本要素，
包括图案（或形态）、色彩
和字体。”这位人士说，“从
理论上讲，凡是游客目及
之处均可通过这三者的组
合设计将相应的旅游形象
表现并传播给旅游者。”

“旅游城市的视觉设
计，由于地域、文化的复杂
性，需慎之又慎，因为这不
仅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旅游
形象，也是一个地区的整
体形象。一个优秀的VI
系统，可以让一个城市更
加出彩，而一个差的设计，
则可能让一个优秀的城市
黯淡，毕竟它代表的是一
个区域的形象。”他说。

“只有增加透明度，才能提高社会认可度”

城市旅游视觉设计有必要，但也须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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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旅游局发来《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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