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老小区能报名
吗？”“一个物管企业可以报多
少小区？”“外地物管企业在河
南 服 务 的 小 区 能 报 名
吗？”……“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发现最美小区”活动
启动以来，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省内各地小区纷纷打电话
咨询报名事宜。目前，已超过
80个小区申请报名。

“发现最美小区”活动由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河南省
物业管理协会、大河报社主
办，于今年7月 25日正式启
动，并持续到9月底。

活动中，大河报将派记
者对部分优秀小区进行采访
报道。活动结束后，还将对
评审出的“最美小区”进行
集中表彰。

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解释
称，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就
是为了发现身边小区的环境
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美、和
谐之美，并鼓励物业服务企业
及有关单位以更饱满的热情
投身美丽小区建设，构建和谐
物业服务环境。“发现文明、和

谐小区是本次活动的初衷，一
些老旧小区虽然设施陈旧，但
是只要群众满意度高、邻里和
谐、精神文明建设较好都可以
报名。”

有的公司会同时服务多
个小区，是不是都可以申报
呢？“可以的，河南省行政范围
内已建成且入住率或使用率
达80%以上的住宅小区，均可
申报参选。这次活动以小区为
单位，自评基础上，由物业服
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
委会自行申报，外地物管企业
来河南参与小区服务的，也可
以申报。”上述负责人解释称。

电子申报材料可发送至
邮 箱 ：hnszmxq@163.com；
纸质材料可邮寄：郑州市商务
内环路西七街五行嘉园3号
楼2单元2楼011号。

联系方式：省物业管理协
会袁佩荣 0371-86187888/
86187999

大 河 报 社 孙 煊 哲
15515725151

如需了解更多内容可登
录 http：//www.hncpma.
org.cn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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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 8 月 1 日开
始，开封市城墙内和大梁路
禁止电动三轮、四轮车通行，
为方便家长接送孩子上学，
开封市决定实行小学、幼儿
园学生及一名监护人免费乘
坐公交车的制度。8月7日，
记者到开封市教体局采访获
悉，8月5日市教体局、市公
交总公司举行了免费乘坐公
交工作推进会，现在各区教
体局正在统计人数。

为了配合开封市电（机）
动三轮、四轮车管理工作，照
顾群众接送学生实际需求，8
月5日上午，市教体局、市公
交总公司举行免费乘坐公交
工作推进会，对这项惠民的
政策落实进行安排部署。按
照规定，“学生免费卡”和“陪
同卡”的办理对象是开封市
小学和幼儿园在校学生，且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学
校位置在工农路以西、集英
街以东、陇海路以北、东京大
道以南的区域内；二是学生
本人有乘坐公交车上学需
求。“学生免费卡”和“陪同
卡”，每名学生仅限各办一
张。即日起符合条件的学生
可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由
学校统一上报市教育体育局
审批，批准后交市公交总公
司集中办理。持卡人须参加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

为每人每年20元。初次办
卡时，持卡人需填写“身份
信息登记表”，同时缴纳本
学年保险费。初次办卡免
费，卡片遗失后须先挂失后
补卡。“学生免费卡”和

“陪同卡”须按规定年审，
否则将自动失效。身高1.2
米以下的学生可只办“陪同
卡”，不办“学生免费卡”。

“学生免费卡”免费乘车
次数为每月 104 次，“陪同
卡”免费乘车次数为每月
208次，免费乘车次数用完
后需按规定的公交票价付费
乘车。持卡学生小学毕业后
不再享受免费乘车优惠，持
有的“学生免费卡”和“陪同
卡”须交市公交总公司收回，
不得转为公交普通IC卡或学
生IC卡等其他卡种。“学生免
费卡”和“陪同卡”，原则上仅
限上学或放学途中使用，其
他时间或因其他事由乘车时
不得使用。原则上可使用的
时间为 6：00~9：00 和 11：
00~19：00，乘车的范围是规
定区域内的线路。“学生免费
卡”和“陪同卡”为实名制卡，
一人一卡、专人专用，严禁伪
造、涂改、转借或冒用，一经发
现，立即收回，并通报市教育
体育局备案。“学生免费卡”和

“陪同卡”需妥善保管，持卡
人乘车时应主动刷卡并接受

驾驶员检验。
8月7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来到开封市教体
局，教体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现在各区教体局正
在统计人数，家长按要求到
孩子学校报名，按计划8月
20日就要发放乘车卡，由于
还存在新生入校的问题，估
计会分两步走，先统计老生
的，等新生全部到位再统计
新生。预计全市将在开学前
办理近10万张乘车卡，由于
制卡需要周期，市教体局和
市公交总公司提醒广大小
学、幼儿园家长密切留意学
校发布的校信通、微信、电话
通知，尽快按照要求申报相
关信息，以免贻误办理时机。

按开封市此次优化小学
生乘车要求，每10分钟一个
车次，8月7日下午3：40左
右，记者上街进行了体验，由
于尚属暑假又不是高峰时
间，乘坐公交车的小学生不
多。记者发现，较以前来算，
公交车车次的频率确实提高
了。在不到10分钟时间里，
分别来了两班37路，13路，
30路。记者上了13路公交
车，感觉车上乘客并不多，乘
坐环境还算不错。记者在开
封西区观察了几条街道的公
交车站，等车乘车的人数并
没有想像的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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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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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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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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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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河南省鼎盛名烟名酒有限公

司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高科技术学校在郑州银

行淮河路支行预留公章,法人

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协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

码：32688460-0，声明作废。

●重庆天凯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嘉陵）分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410104300000142遗
失，声明作废。

●周宝珍产权证第1001122397号
和1001122400号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金捷牌豫ST9161摩托已由车

主自行拆解报废，特声明。

●经营者:姬振苹(92410104MA44T
HTE1X)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郑州高新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在郑州银行高新区支行的预

留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0961463，姓名贾子

沛，出生日期2017年6月2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滕伟名遗失士官证，编号：20
11064675，现声明作废。

●张传卫，1379396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书智遗失注册监

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00442068,现声明作废。

●编号M410995602姓名张馨

诺，出生日期2012年12月12日
10时00分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开封市振生化工塑料有限公

司不慎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孟记小吃店注册号：

410122600274450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马晨阳座落于巩义市建设路

159号4号楼1单元19层付49
号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号

1401151634）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诚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91410203MA45DG
UQ71）将2016版增值税普

通发票（二联折叠票）丢失,
发票代码:041001800104发
票起始号码:36112356至发

票终止号码36112360共计5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

三联五金额限制版）发票代

码:4100163130发票起始号

码:00418024至发票终止号

码00418028共计5份；发票

领购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贾峪老爷车服装店(税号410
121790926702)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正商和谐大厦603耿曼,设施设
备维护保证金收据丢失,编号48
-0023472金额11341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达旺生活超市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103600739480声明作废。

●郑州市红太阳商贸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不慎遗失（

代码G9941010402377340Q），
声明作废。

●贾元锋身份证遗失,证号:41
0901197911020832，签发日

期：2005.12.04。特此声明。

●刘潇飞,河南永威置业有限公

司永威枫香庭西院11号楼2单
元404户购房发票遗失,号0322
1511,金额648864元,声明作废。

●李莉，1379395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1614110，姓名戚悦

萱,出生日期2016年10月3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王希飞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书,专业类别:机电工

程,编号:JJ00379474,签发日

期:2015年5月21日,丢失日期:
2019年8月1日,声明作废。

“发现最美小区”活动
报名持续进行中
□策划 政务产品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张瞧

本报讯 8月6日上午，由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密市人
民政府、河南永创集团共同
打造创办的全日制国际化学
校——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
郑州（新密）外国语学校（简
称：北外郑州附校）开工奠基
典礼仪式在郑州大学南路

（新密曲梁）举行。
据悉，北外郑州附校未

来将实施小班化（每班22至
26人）、精英双语及多语教
学。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
级、高中一年级和国际高中
都将于 2020 年 9 月正式开
学。

北外郑州附校举行开工奠基典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闫勇明

陪孩子坐公交上下学 家长免费
开封在特定区域实行这一办法，目的是配合电（机）动三轮、四轮车管理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联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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