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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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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注销公告：中牟县韩寺镇培

蕾幼儿园,(统一代码524101
22566487786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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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小惠运输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MA
471NR3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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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全大盈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现已向二七区法院申请

强制清算，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二

七区法院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声明

●李群辉00256766税收缴费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张凯磾遗失郑州树青医学中

等专业学校护理专业专科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20194101
02204059，声明作废。

●河南泉鑫装配式建筑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825MA44PE
H001）开户许可证编号（491
0-03176274)遗失，声明作废。

●交款人陈金昌于2018年11月
21日交纳的诉讼费-交通事故

纠纷案件受理费2700元所出具

的票号为0020060的《河南省

政府非税收人专用缴款通知

书》收据联不慎丢失，因此

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

人承担，特此声明。

●吴海燕遗失河南省美景之州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发

票,代码4100147350,号码0009
0513,金额214746元,声明作废

●祝洪，士官证遗失，士字第

20160043900，声明作废。

●洛阳美伊软件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MA4
4AC494E）声明作废。

●郑州市力源餐饮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52101491）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

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段欢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200941001348，单位：

河南省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河南海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码4101050012563）
，声明作废。

●邢志文之宝遗失郑州儿童医

院2019年9月24日开具的河南

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据

号码0549650，金额2645.63元，

声明作废。

●新密市平陌镇平陌街旭娜洗

化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41
0182600204717)遗失作废。

●刘仰产权证第1501039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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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因保管不善遗失公章(编号41
11220026249)一枚,声明作废。

●车位发票遗失声明

金钰不慎遗失河南老街坊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郑州老街

绿地郑东新苑三期车位004
号发票一张，发票代码:24
1001310070，发票号码：

00178795,金额:壹拾伍万元

整，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983907，姓名为

王新月，出生日期为2017年07
月21日21时50分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作废。

●袁帅，士官证遗失，士字第

20120061280，声明作废。

●郑州上上建材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编号4101050076
529）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杨青峰，身份证号:41
0121197012224876,不慎

将郑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丢失，收据

号:1081028，金额:20000.00
元;收据号:1081367,金额:
1804223.00元，特此声明。

●杜巧云遗失新密市中医院2019
年10月21日开具的河南省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票据号码009
0447,金额6215.40元,声明作废。
●姓名宋扬身份证号41272819
9010240336，将河南谦茂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00759695、
01259185号发票客户联丢失，

金额304600元、40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鼎鑫投资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91410
100397932665C）公章（4101
030066150）遗失，声明作废。
●中标软件有限公司遗失河南
升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高新
分公司开具的收据,编号0003
749金额7650.8元,编号0003
748金额7477.2元,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姚红，共有人孟
晓国，不慎将原阳县字第2010
10110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屋坐落于原阳县鑫源花园小
区74#1-4东，特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二公主餐饮店
(92410105MA45WAXE59)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深圳市常渡贸易有限公司洛
阳洛龙分公司遗失公章（编
码4103110141123），财务
专用章（编码410311014112
4），声明作废。
●郑州宏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91410100MA40
DR1L7W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嘉诚医疗设备
商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宋利彬座落于巩义市嵩山路
127号3号楼附35号房产的房
屋所有权证（1401187043）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铭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4930011676301编号
4910-02121101账号67571
0080000001927声明作废。

●郑州芊之韵礼仪策划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05000521600)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1010539
5964321)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39596432-1)公
章、法人章(法人:王韵博)、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编号

4101030076680,声明作废。

●和美家交于郑州金马凯旋家

居MALL商场质保金8万元，

收据号1549687；商场装修

押金1万元，收据号为15496
86。遗失声明作废。

●内乡县城关镇阿芳重庆快餐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号924
11325MA3XJ9GQ5J声明作废。

●李桂荣房产证丢失，产权证

号:0801036404,房屋坐落:金
水区金水路299号7号楼2单元

17层120号,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构将予以补发。

●郭玉玲遗失民权县旧城改造

第四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证件，编号201810434，地
址：太阳城小区12栋1单元

2602室，声明作废。

●张梦鸽郑州元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开具收据一份金额50
0元开票日期2018年11月29
日收据号0104112声明作废。

30多项资助政策 让贫困生“三不愁”

涨学费对生活有啥影响？
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

学费涨了，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
怎样的影响呢？

“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大学学费
不能高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20%。如果超出当地居民的承受水
平，学生很有可能因学费过高而放弃
选择当地的学校，产生挤出效应。”平
顶山学院院长苏晓红表示，从学费支
出占城乡居民户均可支配收入比例
看，2018年，我省城镇居民按户均人
数3.10人算，每户年可支配收入为
98809元，农村居民按户均人数3.37
人算，每户年可支配收入为46611
元。据测算，调价后本科学费分别占
我省2018年城镇居民户均可支配收
入的4.96%~5.36%，占我省2018年
农村户均可支配收入的 10.50%~
11.36%；专科学费分别占我省2018
年城镇居民户均可支配收入的
4.28%~4.36%，占我省2018年农村
居民户均可支配收入的 9.07%~
9.24%。

《2018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截止到去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866
元提高至31874元，增长305%；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670元提高
至13831元，增长418%。对于2020
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新生来说，三种方
案本专科学费标准平均上涨幅度为

18.92%~24.46%，低于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

涨学费用在哪？
设施建设、内涵建设等投入

涨了的学费会用在哪里呢？学
费支出如何监管？

“增加的学费收入，学校将用于
提高学生资助比例、教学基础设施建
设和内涵建设等方面，为河南高等教
育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河南工业大
学副校长李利英表示，我省高校在学
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在实
验室、图书馆等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仍有一定缺口，2018年，生均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10366元，比全
国平均水平15714元少5348元，仅
为全国的66%；生均图书73册，比全
国85册的平均水平少12册；生均占
地53.4平方米，比全国58.7平方米
的平均水平低5.3平方米。

对此，高校要确保财政拨款和学
费收入优先用于教育教学和人才培
养，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管力度，健全
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增加的教
育经费用于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
量，严禁以各种名目变相提高学费或
收取其他费用，要主动接受学生、家
长和社会的监督。同时，财政、教育、
市场监督、审计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大
对高校收费的监管审核力度。

贫困学子如何保障？
所有贫困生“三不愁”

涨了学费，是否会影响家庭经济
贫困学子？目前，我省实施国家奖助
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减免、代偿
补偿、勤工助学、特困补助等30多项
资助政策，实现对“所有学段”“所有
学校”以及“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全覆盖，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
实现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
前、入学时、入学后“三不愁”。

其中，国家助学贷款可以保障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住宿费贷款需
求，资助标准为普通本专科生每生每
年最高8000元；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可以保障特困学生顺利入学，省内高
校就读资助标准为500元，省外高校
就读为1000元；国家助学金可以基
本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需
求，资助标准为普通本专科学生每生
每年平均3300元。

据统计，2018年我省高校在校
生颁发各类奖学金8.57万人次，占
高校在校生的4.01%，发放奖学金
5.04亿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取助
学贷款52.82万人次，占高校在校生
的 24.73%，发放助学贷款 35.33 亿
元；助学金资助93.10万人次，占高
校在校生的43.58%，发放各类助学
金15.38亿元；通过申请“勤工助学”
岗位获取资助27.35万人次，资助金
额1.2亿元。

根据统计，2012年
以来，全国先后有 16
个省市调整了高校学
费标准。

其中，河北省公办
普通高校本科学费标
准调整为：文科类每生
每年 4600 元，理科类
每生每年 4900 元，医
学类每生每年 5200
元，艺术体育类每生每
年8000元。

根据国际上高等
学校收费调查，美国近
两年高校学费每年有
2%以上的涨幅，加拿
大高校近两年学费也
不断上涨，甚至涨幅达
10%以上，我国香港高
校学费也在每年上涨。

延伸三问

各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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