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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办事必带着身份
证，这样的要求已在郑州办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时成为历
史。从今天开始，郑州市不动
产登记正式进入“刷脸时代”，
这意味着在您前往办理部分
不动产登记业务时，携带居民
身份证，已从一个“规定动作”
变为了“自选动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从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
解到，该中心日前已正式下发
文件，要求设立在郑州市政务
服务中心的业务大厅，自23日
起，对“刷脸办”“空手办”等便
民措施进行试运行。该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刷脸办”
“空手办”是通过大数据信息
集成，让办事人在办理不动产
登记业务时，无需携带身份证
和相关材料即可办理的通俗
简称，此举也是郑州市不动产
登记部门全面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
理 时 间 的 通 知》〔国 办 发
（2019)8号〕相关要求的具体
举措。

对此，郑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权籍信息科负责人邵煜
为记者带来了详细的解读：在
试运行期间，办事人在郑发大
厦业务网点办理更正登记，

补、换证业务时，对群众没有
携带居民身份证、只携带临时
身份证或者身份证无法识别
情况试行“刷脸办”；对不动产
证的补证业务，试行“啥也不
用带”的“空手办”。

“试行时间3个月，在这期
间我们也将根据使用情况对
系统进行优化。”邵煜说。

需要提醒各位办事人的
是，“空手办”的补证业务仅限
于不动产登记证书的遗失补
证，如果您丢失的是此前由房
管部门发放的房屋所有权证
书，需要补办不动产登记证书
时，则不能使用“空手办”这一

服务。
在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位于政务服务中心的业务
大厅，记者看到每个不动产登
记业务的受理窗口，均摆有一
台显示着不动产登记标识与

“人脸识别系统”字样的机器。
在现场工作人员牛雲龙

的指导下，记者通过手机中微
信小程序等软件的帮助，仅用
时半分钟就完成了“刷脸办”
的准备工作。“如果您是真的
办业务，现在‘刷一下脸’就相
当于您出示过身份证了。”牛
雲龙这样对记者说。

需要提醒各位办事人注

意的是，如您需要使用“刷脸
办”“空手办”业务时，请不要
化妆。牛雲龙介绍说，目前办
理业务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
是依靠“AI技术”，与公安部门
人口数据库中的照片进行比
对从而产生的识别结果。因
公安数据库中的照片影像均
为办理身份证时的照片，在现
实中如果一个人的面部特征
因整形、化妆等原因发生较大
变化时，该系统往往不能对结
果进行判别。

“我们自己试过，开始验
证不了，卸了妆就过了。”牛雲
龙笑着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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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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渑池西停车区南区经营项目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餐饮特色档口、外卖档口共四个项目招商已批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渑池西停车区南区位于连霍高速南半幅K769公里处，本次拟对四个档口项目

进行招商。餐饮特色两档口分别位于主楼餐厅东侧明档区面积各约12㎡；外卖档口
位于主楼前东侧外卖房，面积约22㎡；另一外卖档口位于主楼前西侧外卖房，面积约
32㎡；所经营项目要具有知名、优质等特点，不能与停车区自营餐饮、商品项目相冲突。
1.有意向者请于2019年09月23日-9月27日来G30连霍高速南半幅
K769公里处渑池西停车区南区二楼办公室领取招商资料。

2.停车区联系人：马跃鸿 电话：13703817523
3.直属分公司经营开发部 电话：0371-86073091
4.纪检委员：杜兰 电话：15939908588

渑池西停车区南区
2019年9月23日

关于睢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不再
承担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职能的公告

睢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睢县发投公司）系睢县国有独资公司，
该公司是睢县政府融资平台。根据2014年9月21日“国发43号”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剥离融
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为落实国发43号文件精神，睢县发投公司今后将不再承担地方政
府债务融资职能。

特此公告。
睢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3日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6532534元
和10561858元。

“排列3”、“排列5”第19257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108注
0注

1153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73注

871

87114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6554420元

和10608288元。

“排列3”、“排列5”第19258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424注
4570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4注

511

51197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81418元。

中奖注数
229注

0注
701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9258期

中奖号码：1 0 3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98364元。

中奖注数
714注
380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9257期

中奖号码：0 1 0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32168元，
中奖总金额为170121元。

每注金额
15624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57期
中奖号码

1 7 9 14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4 注

249 注
4612 注

186 注
184 注

27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37036元，
中奖总金额为138798元。

每注金额
1500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58期
中奖号码

1 8 13 17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4注

277 注
5077 注

156 注
129 注

11 注

第 19111期

本期全国销售额 11944360 元，36068772.61 元 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5 0 3 5 0 2 2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4注

145注
1821注

23514注
293335注

单注金额
0元

77712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注
0注

85注
29注

285注
669注

14684注
15710注
48483注

625097注
7120899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625724元
500579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第 19110期
中奖号码：01 19 23 24 30 04 05

本期投注总额为 304148169 元,2796874880.2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红色球

01
蓝色球

07 18 20 22 24 33

第201911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138179元
378492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6注
82注

766注
44624注

995125注
7303449注

0注
4 注

38 注
2227 注

47832 注
334427 注

本报平顶山讯 九月开
学季，宝丰县公安局利用新学
期刚开学时间，在全县范围组
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中小学
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9月4日上午，宝丰县交
警大队民警走进辖区为民路
小学，针对小学生年龄特点，
以“小手拉大手，文明交通进校
园”为教育主题，分别从讲解交
通安全小知识、播放安全宣传
片、熟知安全警示牌、交通安全
知识互动四个环节，通过PPT
播放事故场景，现场解说事故

诱发原因，陈述严重后果，讲解
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等形式，引
导学生从小养成遵守交通法规
的良好习惯，树立文明乘车、文
明出行、安全过马路等基本交
通安全常识，并结合事故案例，
分析交通违法行为以及悲剧酿
成的原因，告诫广大小学生不
要随意穿行马路，未成年人驾
驶电动车，在马路上追逐打闹、
骑自行车随意穿行横道等行为
的严重性，向学生们普及交通
安全知识。

9月6日，宝丰县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科的民警来到宝
丰县张八桥镇中心小学，与辖
区派出所民警共同给该校的
同学上了一堂“安全与我同行
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教育
课，曹雪燕科长通过生动有趣
的问答互动，告知孩子上学放
学路上注意安全；不要吃陌生
人的东西；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遇见危险该怎么求助等等。这
种趣味问答的方式，调动了现
场孩子们参与和学习热情，大
家积极踊跃发言，民警还特意
为孩子们准备了水笔、笔记本

等作为奖励纪念品。
9月10日教师节当天，宝

丰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
走进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围
绕反暴恐、电信网络诈骗、识
毒防毒教育、校园安全等内
容，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教
育。

对如何识别恐怖分子、面
对突发的袭击该如何应对等，
民警进行了细致讲解。随后，
在校园门口，民警指导老师们
防爆钢叉、盾牌等反恐器材的
使用方法，并组织学校老师进

行实战演练，充分了解反恐器
材的性能及使用。老师们纷
纷表示，通过民警的讲解和指
导，使他们对反恐防暴有了新
认识，知道了面对危险正确的
做法，感谢民警给他们带来的
这一份特殊的“教师节”礼物。

宝丰县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民警进校园、进
课堂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校园
内部安全、交通安全等安全宣
传教育，提高了辖区师生、家
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通讯员 吕灿涛

宝丰民警进校园“开学第一课”讲安全

身份证没带？通过人脸识别就行了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入“刷脸时代”，办理补、换证等业务时不用带身份证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通讯员 陈旭杰

“刷脸办”“空手办”具体咋办？
情况1.如您是第一次前往不动产大厅办理业务
首先，用手机扫描“刷脸器”上的二维码并打开微信中的小程序：“腾讯E证通”；继而通过手机端活体识别并注册认证后，取得公安部认

可的“电子身份证明”；最后，通过窗口“人脸识别设备”现场捕捉照片与电子身份证明自动比对后，办理后续业务。
情况2.如果已在大厅使用过“人脸识别设备”
这种情况其实您连手机都不用带，就仨字儿：直接办！在郑州市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前已摆上了人脸识别系统。

宝丰民警进校园
讲安全课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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