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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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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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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公告

●郑州祎佳舒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2MA45AJNM1J),本公司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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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郑州厚坤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2MA454Q
W133)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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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洛阳龙韵餐饮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307MA44A3174R)
经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张海腾遗失南京交通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一份证号：96
2047特此声明作废。
●轩震惊遗失河南佳港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房号19-3-304
购房款收据票号3048，金额50
000元，3010金额332789元；
维修基金收据票号3114，金额
6898元，声明作废。

●河南中诚消防制冷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李建中)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警察学院刘明松学生证

丢失学号2016061126声明作废

●崔天运，女，中小学一级教师

任职资格证遗失，证书编号C
16901140300069文件号驻职

改办【2015】16号声明作废。

●郑州赛恩斯科贸有限公司原

公章、财务章、私章、印鉴

卡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梅道理

熟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198600089683)遗失作废。

● 遗失声明

本人骆玉霞遗失由河南省金

湖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收据（收据号：0004477/押金

2000元）以上收据声明作废，如

后期出现与上述收据相关经

济纠纷，与河南省金湖建设实

业有限公司无关。

●蔡欣君遗失新乡御景置业有

限公司恒大金碧天下一期21
8-2301房款收据及认购书，

收据编号:5018941，金额15
8000元，认购书金额10000
元整，声明作废。

●镇平县刘婷法恩卫浴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1324MA45Q
3BK2L声明作废。

●二七博爱口腔门诊部候瑞莉

遗失护士执业证，编号：20
1341008367，注册日期：20
13年6月1日，声明作废。

●编号为H410890429，出生

日期为2007年10月29日20
时00分的李净升《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作废。

●刘自力车辆（豫PRY535）遗
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机动车

车商业险保卡一份，保险单

号：PDAA2019412700000
34581，保险卡号：00180
1900803，声明作废。

●编号为D410490799,姓名李

江豫,出生日期为2004年2月
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户宗延,身份证号410922199
111094930因保管遗失郑州

迁善置业有限公司收据,收据

号QS0002705姓名:户宗延,
房号:惠园7-2-1301金额:14
0000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张辛之,身份证号41132619
9012060739因保管遗失郑

州迁善置业有限公司收据,收
据号NO.0000283姓名:张辛

之,车位号:融园E062金额18
000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王凡,女,护士资格证书（编

号2016141110110669)及护

士执业证书(编号201841004
456注册单位:尉氏县蔡庄卫

生院)于2019年遗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郊乡崛山教堂遗失

开户许可证正副本,账号6650
2061200000002，开户行：河南

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崛山分理处，声明作废。

●洛宁县赵村镇西王村教点遗

失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4938000311201，开户银

行：洛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城郊信用社，账号665020
51300000002，声明作废。

●周世杰遗失河南省人民医院

2019年10月15日开具的河南

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据号

码0008244553，金额6627.57
元，声明作废。

●王明贺遗失洛阳工学院学士

学位证书（编号104644980
310)及毕业证书（编号:9840
398），声明作废。

●胡小祥遗失洛阳工学院毕业

证书(编号9840717)声明作废。

●郑州国兴建材有限公司财务

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通顺运输有限公司豫AW
2339车营运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邱景郑房权证字

第0801007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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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优医邦医疗器械销售有

限公司公章遗失,公章号410
1050080464，声明作废。

●河南建业泰宏置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三联式空白收据一

份，收据编号：0086440，由
此引起的一切纠纷与该公司

无关，特此声明作废。

●颜世传（2004年8月24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E410652265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河南汉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农商银行金水支行银行

个人印鉴陈志勇印章及印鉴

卡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李红遗失与郑州市长城

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的长城阳光新干线9号楼6层
606号房屋交付协议,声明遗失。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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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过户”手续1小时搞定
郑东新区行政服务大厅推出“办事套餐”让办业务如饭店点套餐一样方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实习生 王攀 文图

本报讯 在郑东新区办理
辖区内的存量房转移登记（俗
称二手房过户）业务，即日起只
需一个小时就能搞定。与此同
时，郑东新区行政服务大厅通
过推出“办事套餐”与“管家服
务”，让办事人在这里办业务，
犹如在饭店点套餐一样方便。

“真是快，原来想着买房子
这么大个事儿，得照着几天跑
呢，这一个小时不到就弄完
了。”10月30日上午近11时，
刚刚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自己
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正在郑东
新区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办理二
手房过户业务的市民邹先生连
连感慨——上午10时，他和卖
方一起来到窗口开始办理业
务，不到11时，“房本儿”已到
了邹先生手中。

邹先生感受到的便捷，将

成为在郑东新区办理二手房
过户业务办事人感受到的常
态。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郑
郑东新区分中心负责人陈峰
告诉记者，从即日起，该分中
心在办理存量房转移登记业
务时，将执行“一小时办结”的
办结时效，这也意味着购买郑
东新区范围内二手房的市民，
在办事大厅一个小时就能拿
到自己的不动产登记证书了。

实现辖区内二手房交易
“一小时办结”，是郑东新区全
面提升行政审批、政务服务效
率的一段缩影。自今年年初以
来，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通
过重塑审批流程、整合申请材
料等改革，推出了多种“办事
套餐”与全程代办、帮办的“管
家服务”。

郑东新区管委会行政审

批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徐慎
告诉记者，目前，该区政务服
务大厅推出了“企业开办”“我
要开饭店(餐饮公司面积＜
300㎡)”“我要开道路货物运
输公司”等一系列“一件事”主
题套餐。

他告诉记者，在“套餐”和
“管家服务”施行后，政务服务
大厅将上述业务的一个个步
骤进行整合、简化，如涉及多
个部门审批的实现联合审
批、只向一个窗口提交一次
材料，并由工作人员提供全
程“管家服务”，替办事人按
照规范格式填写相关信息，
提高办事效率。“‘套餐’就是
让百姓办事儿时不需要了解
那么多专业知识、手续步骤，
像去餐馆点套餐一样省心。”
徐慎说。

不动产郑东新区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向群众介绍不动产业务知识

我省中招英语考试题型
确认调整

单选题取消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本报讯 近几日，一则
关于“河南省中招英语考试
题型变化”的消息引爆了朋
友圈，不少家长和考生议论
纷纷。30日晚，河南省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室发布《关于

“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英语
考试题型调整”的说明》（以
下简称《说明》），为这一消
息正名。

根据《说明》，2020 年
及以后河南普通高中招生
英语考试将在保持大部分
题型稳定的基础上，对原试
卷的四个题型进行调整。

其中，取消原试卷的
“ 单 项 选 择 题（共 计 15
分）”，将原试卷的“完形填
空”一题由原来的10个小
题（共计10分）调整为15个
小题（共计15分），将原试
卷的“词语运用”（一个小
节，10个小题，共计10分）
改成“语篇填空”（两个小
节，第一小节保持原来的10
个小题，共计10分，但将备
选词由12个减少为10个，

增设的第二小节根据语篇
要求填空，每空一词，共5
小题，共计5分），将原试卷
的“书面表达”（15分，80词
左右）调整为“书面表达”
（20分，100词左右），原试
卷的“听力理解”“阅读理
解”和“补全对话”三个题型
（共计70分），保持不变。

为何调整？该研究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调整
的主要目的是遵循语言教
学的普遍规律，突出语篇，
强调运用，引导教师关注语
言功能和语言运用，以期有
效地解决当前英语教学中
普遍存在的因“碎片化”“浅
层化”而导致的“耗时低效”
的问题。

“从未来英语测试的命
题趋势来看，单项选择将会
逐渐被新的题型所取代。这
种试卷结构的改变进一步降
低了客观选择题的比例，加
大了主观题的考查力度，顺
应了时代对英语语言综合
运用能力考查的要求。”

单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