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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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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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校服厂招销售1551558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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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声明

●辉县市和谐路李华宫廷桃酥

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7
82619178954丢失，声明作废

●国寿财险2018交强险保单17
11015052-53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郑州耕华贸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0MA44FD4N99经股东会
决议拟注销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乡市卫滨区如飞广告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4980004782101，开户银
行：中原银行新乡融丰支行，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亿隆汇元家具
经营处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
04MA414M867W，声明作废。
●刘云0836092号契税完税证办
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陈全义（身份证4128231963
10290415）于2018年12月中
旬不慎将本人在遂平仁安医
院住院收费统一发票丢失，
发票代码：141001720114发
票号码01503622发票金额64
03.50元，现声明作废。
●康向盘（性别，女）遗失洛
阳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
证书原件，豫教普专证字07
41030010584号，声明作废。
●程国平，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治安管理专业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9941001181）丢失，
声明作废。
●自学考试毕业生:张乾真(身份
证号:411303198211162878)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0459520
1205100757，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1193779,姓名为朱
玳琳,出生日期为2017年1月26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姜玉乐，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旅游管理系会展策划与管理专

业2017届专科毕业证书丢失，

证书编号：104691201706003
010，特此声明作废。

●固始县远诚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固始农商行基本户开户许可

证,账号:2011015445，核准号:
J5157000030902，特此声明。
●河南圣煜律师事务所路正安
律师执业证遗失，证号：1410
8199910689584，流水号：109
4534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浩浩渔具店(41
0102197104034026）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发票领购本遗失，
声明作废。
●安阳市豫北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正本丢失，证书编号：（豫）

XK06-001-00135，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焦素荣，女，19
50年2月11日生，

初中文化，河南

滑县城关镇五街

村人，2007年左

右离家出走。若有提供真实

有效线索据以找到人者，定

重谢。联系人刘先生13636
576656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僵尸车“横尸”
街头、商户门前堆物放料、卫生死角藏
污纳垢、市政设施被擅占损毁……1月
16日下午，郑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牛瑞华率领督导组，对
辖区这些路长制改革过程中的老大难
问题进行了突击检查。

督导组先后到十里铺街、西刘街、
普惠路、博学路、相济路、天赋路和地涧
路进行了检查，一路走、一路看，对环境
卫生认真“挑刺”。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容易解决的问题，要求责任单位立即进
行整改；对于不易解决的问题，现场敲
定解决方案，限期整改完毕。通过大力
推进市容环境大整治大提升，确保城市
管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让居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环境有实实在在的
变化，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改善，品质有
实实在在的提升。

【部署】召开千人动员大会
安排市容提升工作

这是继1月7日郑东新区召开深化
路长制改革推进城市管理大整治大提
升千人动员大会之后，郑东新区以路长
制为抓手推进城市管理大整治大提升，
加快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精准化和智
慧化，提高城市管理的运行效率和服务
质量，展现东区城市管理新风貌的具体
举措。

近年来，郑东新区能够成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亮丽的名片，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对城市管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和持
续发力。郑东新区的市场主体平均每
年都新增2万家以上，许多企业入驻东
区，客商来东区参观考察，看中的就是
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并由此坚定布局
中原、投资郑州的信心和决心。

启动“路长制”改革工作后，郑东新
区从组织上加强领导、在工作上务求实

效，积极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严格、规范长效的街面问题发现和处置
机制。各级路长通过持续不断地“找茬
儿”，严格按照看不见一片树叶、看不见
一个烟头、看不见一处小广告、看不见
一处白色垃圾、看不见一辆脏车、看不
见一处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这“六个看
不见”的标准，对所负责路段及其周边
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日常巡查、情况反
馈、监督协调、跟踪处置，做到了环境卫
生整洁、街容街貌良好、市政设施完好、
绿化长势良好、道路平整干净，杜绝了

“乱停车、乱堆物、乱摆摊、乱开挖、乱违
建、乱竖牌”等“六乱”现象。

【行动】协作解决疑难问题
扮靓辖区面貌

近日，针对所辖普惠路与榆林南路
交叉口停车场内存在临时房、环境卫生
脏乱差等问题，商都路办事处调集人员
对现场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出动吊车2
台、工作人员50余人，将6间约300平
方米的临时房全部拆除，并将现场拆迁
遗留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

针对所辖相济路与心怡路交叉口
北侧周边存在路面破损、垃圾积存、车
辆乱停放等问题，龙湖办事处积极联系
市政部门修复道路地砖，清理卫生死
角，拆除违章建筑，吊离集装箱，对不合
格不达标门店全部关停，高标准拉建围
挡并铺设绿毡草皮，制作上墙路长制公
益广告。

通过大力推进路长制改革和市容
大整治大提升，郑东新区的城市管理工
作进入了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发展
轨道。市容环境干净整洁、城市道路平
整畅通、交通秩序规范有序、城市亮化
流光溢彩、城区河道水清岸绿，一个颜
值更加靓丽、更加突出的郑东新区渐渐
呈现在市民面前。

努力提升郑州市城市颜值 大力提高百姓幸福指数

郑东新区全面开展“路长制”改革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冲 通讯员 李盼

【数据】去年河南止付电信网络诈
骗涉案资金11.09亿元

2018 年省反诈中心组织各地以
“雷霆”行动为载体，接连发起8次“雷
霆”反诈集群战役，开启我省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犯罪新模式，破案7000余起，
刑拘犯罪嫌疑人3000余名。

据统计，2018年全省共抓获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14861人，同比上
升4.42%，止付涉案资金11.09亿元，同
比上升119.05%，冻结涉案资金15.05
亿元，同比上升76.39%。

【梳理】我省高发多发的十类诈骗
手法

●冒充公检法诈骗
犯罪分子假冒“警官”“检察官”“法

官”等角色，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贩毒
等严重犯罪，诱导受害人将资金转入实
为骗子持有的所谓“安全账户”，此类诈
骗造成损失金额最大。

●兼职刷单刷信誉诈骗
诈骗分子通过QQ群、微信、网页、

论坛等渠道发布“足不出户，日赚千
元”“无本创业，工资日结”等赚眼球的
广告语，以给网店刷单提高商家信誉的
方式，指定受害人在某网络平台上购买
指定的物品，交易成功后会承诺将本金
和相关奖励一同返还给受害人，由此受
害人可以轻松快速得到高额的回报，诈
骗分子继续诱骗受害人投入资金刷单，
最后并不按事先约定返还本金和报酬，
直到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报警。

●冒充熟人（朋友、领导）诈骗
该类诈骗中，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

途径得到熟人的相关信息，后冒充熟人

的微信号、QQ号（通过采用相同网名、
头像等），向受害人提出紧急用钱的理
由，并不断催促，使受害人向犯罪分子
转款。

●贷款办卡类诈骗
不法分子利用一些群众想做无抵

押贷款并且想快速拿到钱的心理，诱导
群众上当。取得群众的信任之后，不法
分子又以“保证金”、做“资金流水”等说辞
要求群众转账，达到诈骗财物的目的。

●冒充军警诈骗
诈骗分子自称武警、消防等工作人

员与受害人取得联系，谎称单位需要采
购。最关键是要买其他军需用品。诈
骗分子提供所谓“供应商”号码，让受害
人自行与厂商联系。“供应商”与受害人

“谈妥”后，提供账号以供转账。受害人
与厂商联系并付款后，如果还未发现上
当，骗子便提出其他物资需求，以更大
利润引诱受害者再次上当。钱一到手，

“军官”“供应商”通通消失在茫茫人海
之中。

●冒充客服类诈骗
诈骗分子自称购物电商平台客服，

通过拨打电话方式，告之受害人购买产
品有质量问题，后以协商数倍退款金额
作赔偿为由，加受害人为微信好友，谎

称“蚂蚁借呗”借款后系统会自动扣除，
将受害人“借呗”钱款转移。

●网络购物类诈骗
诈骗分子在互联网发布虚假廉价

商品信息，一旦事主与其联系，则要求
先垫付“预付金”“手续费”“托运费”等，
并通过银行ATM机骗得钱财。

●投资理财类诈骗
此类骗局通常标榜具有海外背景，

从事的行业能赚取巨额利润，投资者将
获得高额投资回报。投资初期，犯罪分
子会按时返利，让投资者尝到甜头，继
续追加投资后，将血本无归。

●网上交友诈骗
此类犯罪指犯罪嫌疑人在百合网、

珍爱网等征婚交友网站或者其他方式
发布信息，把自己打扮成单身的优质男
女，与对其有意思的人员长期聊天，获
取信任后以各种理由向受害人要钱。

●网络招工类诈骗
诈骗分子通过网络发布虚假招工

信息，诱骗受害人（以年轻人居多）上
钩，待受害人向诈骗分子询问时，诈骗
分子以“中介费”“劳务费”“保证金”等
名义要求受害人先交钱，随后再给受害
人介绍工作。当受害人向对方转账后，
对方立刻消失。

河南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去年止付11.09亿元

当心！这十类诈骗手法最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我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毫不手软，据省公安厅统计，河南警方
2018年共抓获此类犯罪嫌疑人14861人，共止付涉案资金11.09
亿元。1月16日，大河报记者从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了解到，
根据梳理多发的案例，发现10类诈骗手法在我省最多，岁末年初，
提醒群众擦亮眼，谨防上当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