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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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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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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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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聘

●招聘普通船员，年薪12万，

联系电话18551673602朱先生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
亩,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

售，电话：18003711111.

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土地，停车场和厂房出

租！水电齐全13598877686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招商

●郑州某建筑公司招省内市/县
区合作伙伴.电话18039227097

声明

●刘守伯伤残军人证豫军A000
393丢失声明作废。
●何伟钢与郑州市长城房屋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位于
阳光新城项目9号楼1102房，
房屋先行交付协议和票号09
82731、0982730的房款收据，
收据和协议丢失声明作废。

●杜薇出生2004年12月8号E4
10650202的《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作废。

●今有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南街

兴华小区3号楼1单元5号住

房附属地下储藏室（负一楼

东侧南起第一间）相关购买

手续遗失，特此声明。

●王文乐，豫（2016）新郑市不

动产权第0003689号，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如无异议,登记

机构予以补发。

●左其华遗失位于郑东新区金

水东路9号8号楼9层903号房

产证证号0901050776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艳锋日用百

货商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册号410101600153320，
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李龙朝

逍遥镇胡辣汤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遗失，编号JY2410
1930030985，特此声明。

●郑州市海睿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庆华家具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5601438535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学生：马伊恒，

就业协议书编号8349850丢失，

遗失声明作废。

●李东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丢

失证号4101811980090865
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永涛，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证书丢失，证号410
5260010102004406声明作废。

●张运涛遗失郑州兴源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选房保证金收

据一张，收据号2430947，
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顶楼主题酒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81MA45PH
3J6T声明作废。

●鲁君娜遗失河南永威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代码

041001800105号码032510
44金额1676705元，声明作废。

●赵雪霞遗失购车发票（注册

登记联）1份，发票代码141
001920076发票号码01709
395车架号LBVHZ110XKM
P61446，发动机号：4151
E6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缴款人张振龙于20
18年11月20日交纳的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4052元整(所出具

的票号为0818063的《河南省

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罚没

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

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后果由张振龙承担,特此声明。

●洛阳市西工凯旋实业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
03031100209，副本注册号

4103031200209（1-2），
（2-2），公章，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赵创烟酒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4101920065
196)特此声明。

●因本人保管不善，保单号为

PDAA201841010000382763的
保单单证（保单保卡）丢失，

现声明作废，因单证丢失引

起的法律纠纷与保险公司无

关。现本人自愿申请退保，

退保后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该

保单项下的任何保险责任。

●张诗晨(身份证号:41272619
9804060086）遗失河南建业

环球美食城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建业春天里二期房款收

款收据3张(房款收据编号14
84275金额1659859元、车位

收据编号1483942金额42000
0元、维修基金收据编号148
5582金额9405元),声明作废。

给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及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遗失声明：黄林林女身份证

（证号:4104031975072955
49有效期2008.10.17-2028.
10.17）于2019年8月23号遗

失声明作废。自本声明发布

之日起由该证件产生的任何

法律责任概与本人无关。

●河南飓风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00MA44FGKY9C
）正副本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供销社家电商场有限

公司公章(号4101830012520)
和财务专用章(号410183001
2521)遗失声明作废。

●陈桥身份证丢失，证号41010
5199004050035，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

事处张庄股份经济合作社(93
410105MA40B62F6K)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邵宏庆：本委受理申请人杨

兵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仲裁

案【(2019)郑仲案字第0031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郑
仲裁字第0031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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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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4

今日评论 关键词 社区养老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26日，郑州一小区多位居民
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反映，
这几天，该小区1号楼2层突然出
现一个养老服务中心，并对外公
开招收自理、半自理和全失能老
人。有业主表示，“小区里开个养
老中心，为啥不提前贴个公示告
知大家？小区是全体业主的，为啥
马上要开业了，也没人通知我
们？”（详见今日本报AⅠ·03版）

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在专
业养老机构尚未普及，居家养老
仍为主要养老方式的当下，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显得格外重要。国
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到
2020年，我国将建成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

老服务体系。在打造居家养老体
系的过程中，社区配套的支撑不
可或缺，这也正是新建社区纷纷
预留养老服务场所的关键所在。

现实情况是，虽然不少地区
都对社区配备养老场所作出了硬
性要求，但在具体实施中，这项养
老新政却往往遭受社区住户的抵
触。对于家有老人者而言，社区配
建养老场所无疑能大大减轻后顾
之忧，不过，对于那些家里没有老
人的人来说，他们更在意的是，养
老场所占据了一定的公共空间。
其实，多数人都对社区配建养老
场所持肯定态度，问题是，很多人
不反对建配套养老场所，但反对
建在自己的身边。

除了社区养老场所之外，城
市公共生活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类
似的“邻避效应”。垃圾中转站、变

电站、公共厕所……每个城市都
有一些这样的建筑或设施，它们
对于城市以及市民意义重大，但
却没有人愿与之为邻。既需要
又不想与之为邻，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它们“赶”到别处。由此带
来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不愿
与之为邻，这些公共设施如何
能在城市中找到容身之所？以
此而论，对于那些公共设施，每
个人都应该多一些公共精神，
毕竟，所有人都是其中受益者
——即使眼下家中没有老人，
但每个人最终都将老去，家门
口养老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这个小
区的居民表示反对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如果项目规划之初就
广泛征求了业主意见，何至于闹
到如今这般田地？所谓“邻避效

应”，不仅仅是一种自私的利己主
义，在很多时候也是因为项目决
策或实施存在程序瑕疵，以至于
使人避而远之。随着公众维权意
识的不断提高，必然对公共决策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更高要
求，只有为公众提供充分表达诉
求的渠道，才能最大限度赢得他
们的理解和支持。

就社区配建养老机构而
言，政府不仅应出台各类技术
规定，更应在审批阶段打好提
前量，敞开大门让群众深度参
与，尊重民意、平等沟通、信息公
开，并出台相关利益补偿机制，
以此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建立在政府部门、经营机构、社
区居民三方无障碍沟通的基础
上，当能走出一条破解老龄化
社会难题的新路子。

社区养老首先要破除“邻避效应”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呱呱乐：“摸鱼式加班”是一种消极、荒诞的不良企业文化。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良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关键靠正确企业文化的凝
聚和引领，包括积极向上的劳动氛围、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公平公正的效率考核等。仅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权力威严及兴趣爱好，很难管理
好企业和凝聚员工心智。试想，当员工都把心思和关注点用在领导身上，便难保“领导在与不在不一样”的面子活和磨洋工的情况不会发生，旨
在刷自身存在和博领导好感的“摸鱼式加班”就是明显例证。真正良好的企业运转靠的不是领导印象，而是合理的管理机制，依靠机制去提高
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雇员的自我努力，也才能在企业内部真正凝聚奋斗精神。

@亦师亦友：不是说职场中不允许加班，但如果出现频繁加班情况，应该从雇员和雇主双方找原因。如果是员工自身问题，应督促其尽
快提升工作效率；如果是因为工作量太大，公司要考虑加派人手，协同其一起完成。至于“摸鱼式加班”这种表演式的加班只会害了职场人，
用虚假的奋斗去博得领导的好印象，长此以往，工作效率并没有提升，反而让身在职场的人们陷入处处耍小聪明、投机取巧的恶性循环。

被迫“摸鱼式加班”：“领导不走我不走”，你遇到过吗？
“摸鱼式加班”，意思就是领导没有下班，员工也不能提前离开。一位国企员工表示，这种现象大多数企业都存在，“只是严重程

度不同而已。”而且如今，这样的风气也从办公室蔓延到了网络上。“一些员工爱在朋友圈里晒，比如回家后继续工作，或者比如周末
在办公室待到晚上，就是为了让领导看到。”今天的你，加班了吗？

大河手机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