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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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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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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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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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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出租招租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家电维修

●空调冰箱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杨国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
册号：410103600864139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爱诺幼儿园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
可证编号：JY34101020005
625，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453842,姓名尹思
甜,出生日期2014年7月16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1991958，姓名李怀
远，出生日期为2015年2月1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Q411939629，姓名尹思
聪，出生日期2017年5月2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B410448599,姓名为王
明硕,出生日期为2002年5月19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郭志恒，男，新乡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证丢失，证书
注册号：10916520020600365，
声明作废。
●河南教育学院2000级经贸英
语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尤
晶晶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5
06991200306000056，声明
原件作废。

●郑州天地人和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北3-2、北3-3、北3-4，
业主：沙乐，票号：0022608,
2014年4月23日签订的合同保

证金收据丢失（金额:15000元）
，声明作废。

●河南杰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36888101,开户银

行：郑州银行营业部，账号：923
01880170001393，声明作废。

●荥阳市上品居涮锅店(税号

41012119680814483402)通
用定额发票,票本(28127101
-28127150、28127151-28127
200、28127251-28127300)存
根丢失，特此声明。

●洛阳理工学院毕业生杜蓓蕾，

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1070
1201206004874，声明原件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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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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服务区管理分公司所辖8对事业
路段服务区2019年10KV线路代
维项目批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
进行代维单位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6月18日下午5点30之前，至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路 93 号院
1713房间领取招标文件。
2.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371-67166229

招商公告
连霍高速洛阳服务区

拟对清真餐厅、餐饮档口等
对外招商，凡投标商户须有
餐饮类相关资质。
截止日期：2019年6月17日
详询电话：周先生

13523035822

郑州南郊厂仓出售
南龙湖、地铁2号线

双湖大道地铁口附近，
17亩(有证),大型钢结
构厂房 6500 平，有天
车，一千平办公楼。

13603715983

本报讯 2013年以来，黄河流域
干流再没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出
现。今年1~5月，Ⅰ~Ⅲ类水质断面
同比增加5.5个百分点。6月11日，

“聚焦黄河生态带 见证出彩河南”网
络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目前我省境内的黄河“身体状况”
如何？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人士
说，河南积极抓好黄河沿线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工作。已初步确定黄河沿线
生态保护红线为黄河生物多样性、水
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467.15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0.28%。
2013年以来，黄河流域干流无Ⅴ类及
劣Ⅴ类水质出现。河南省辖区内黄河
流域水质连续多年达到了国家考核要
求。在国家考核河南的94个水污染
防治考核断面中，黄河流域有18个，今

年1~5月，Ⅰ~Ⅲ类水质断面15个，占
83.3%，达到国家要求的高于66.7%的
目标；无劣Ⅴ类水质断面，达到国家要
求为0的目标。同比，Ⅰ~Ⅲ类水质断
面增加1个，增加5.5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断面持平。

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省发展
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河南黄河河务局联合主办。
省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网
络主题采访活动将围绕经济民生、精
准扶贫和生态保护等工作，聚焦黄河
生态带建设，关注黄河生态治理、调
水调沙及黄河河南段20年来不断流
的生动实践；关注黄河生态带建设在
改善沿岸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

超值优惠的订报好礼，妙趣横生
的喝牛奶大赛，精彩纷呈的创意节目，
人气火爆的网红游戏，惊喜刺激的好
运红包，汇聚爱心的公益拍卖，各大品
牌的新品促销……6月15日，21世纪
社区健身广场，大河报2020年度大征
订启动仪式暨第二届大河报·大河鲜
奶粉丝节盛大开幕，等你来！

好喝又好玩，轻松赢奖品：
见识了吃瓜大赛、吃辣椒大赛，甚

至吃大蒜、吃昆虫……是时候来参加
好喝又好玩的喝牛奶大赛啦！据悉，
喝牛奶大赛现场将分为团体组、亲子
组、情侣组分别进行比赛，每个组别按
规则评选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
等奖三名，现场颁发奖品！

奶企来助阵，公益暖人心：
花花牛、三剑客、羊妙妙、得益、牛

丰等知名奶企助阵第二届大河鲜奶粉
丝节，奶品够丰富，声势够浩大！不仅
如此，各奶企还带来自家新品，爆品参

与公益拍卖，0元起拍，上不封顶，燃
爆全场！活动结束后，公益拍卖款将
全部捐给郑州儿童福利院。

游戏嗨到爆，大奖拿不停：
你以为现场仅此而已？答案当然

是NO！下面，重点来啦！！
现场惊喜大促销，订《大河报》多

种好礼任选其一，订大河鲜奶即享88
折优惠，大河鲜奶电商平台多款爆品
线下惊爆价，跳远赢折扣、发圈赢礼品
……优惠多多，惊喜不断！将现场火
爆场面拍成小视频并上传至抖音，收
集点赞，还有机会获得万元大奖。现
场还将设置红包墙，寻找超级人品
王！还有各种好玩刺激的网红游戏等
你体验，通关就有奖！

大河系列服务新平台将带来大河
U菜网超新鲜、超安全的有机蔬菜；大
河智慧城配的专业冷链服务；大河小院
士神奇有趣的科学小实验。6月15日，
21世纪社区健身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6年来，我省水质无Ⅴ类及劣Ⅴ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张阳

日前，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徐立毅同志任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常委、书
记，马懿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徐立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 大河报·大河鲜奶节等你来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聚焦黄河生态带

见证出彩河南

本报讯 6月11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获
悉，为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事制
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省教师
队伍岗位管理、职称评审和人才引
进等方面提出具体改革意见，通过
优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完善教师
评价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措
施，不断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加快推进高校“员额制”改
革，拓宽高校岗位设置基数。对纳
入员额制管理的人员，在人事管理
诸多方面与在编在岗人员同等对
待；二是优化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
例，适当提高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
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
儿园及教研室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岗位结构比例；三是落实岗位动态
调整机制。按照宏观调控、单位自
主、政府监管的总体思路，继续落实
事业单位在岗位设置方面的“六个
自主”（自主制定岗位设置方案、自
主设定岗位标准、自主确定岗位类
别和比例、自主确定专业技术人员
主辅系列岗位和最高等级、自主确
定岗位设置方案变更、自主决定聘

用人员），创新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办
法和措施。

《意见》明确完善教师职称评价
机制。着力推动高校开展职称自主
评审。全面下放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审权限，把高级下放到省辖市，中级
下放到县（市、区）。由学校自主确
定职称评审计划。

此外，推行教师分类评价，充分
体现岗位与业绩的权重，放宽农村
教师的评价标准。

在中小学、中职和技校高级教
师职称评审全面实行讲课答辩与专
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教师教
好书育好人。

对优秀教师和农村教师再进行
倾斜，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不受结构
比例限制，越级或评聘高级教师职
称。对长期在农村任教的教师实行
倾斜政策，凡在农村任教30年，距
退休不满5年的农村教师，可不受结
构比例限制，直接认定一级教师。
教学点教师可直接评聘一级教师。

简化学校引进人才办理流动手
续程序，完善引进高层次紧缺专业
人才考察招聘的办法。鼓励人才向
基层流动。鼓励优秀教师向基层一
线、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流动，充实
基层一线师资队伍。

我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权限下放
高级下放到省辖市，中级下放到县（市、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建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