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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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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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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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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法人变更公告：河南省黄河文

化发展促进会(登记证号51410
000079406424P)经研究决定，

将法定代表人由金涛变更为

李国祥。特此公告。

●新乡市育翔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

前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骨香源麻椒鸡

店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

证丢失，编号：JYDJ2410
10508000225，声明作废。

●荥阳市豫龙镇茹寨基督教活

动场所遗失宗教活动场所登

记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71410182MCU20008
61，声明作废。

●河南新大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新郑分公司机构信用代码

证丢失，代码：G14410184
039510001，声明作废。

●邓李宁(身份证号:41042619
9009295574)购买河南荣威置

业有限公司住宅收据丢失,房
间号:永威瑞和苑1-1-1907,收
据编号:0026558,金额:四万元

整，声明此收据作废。

●河南浪潮通软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代码9141
0105782205827T(1-3)]遗失作废
●冀金霞412826198011180062
执业证丢失,证号0200014101
0580220160300120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本人李萌不慎遗失印第安牌

摩托车购车手续及购车发票，

发票代码141001920076，发
票号码03287509，进口证明

书号：M22190019941，商检

单号：BA2126572,进口机动

车随车检验单证书,编号:119
000006074177004,金额:1600
00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老城区楚虾湘蟹餐馆

代码92410302MA46XN9A17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作废。

●河南万年果蔬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河南华之凯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财务章、K宝、结算卡丢失

声明作废。

●吴永杰遗失西华县中医骨科

医院开具的医疗住院发票一

份，姓名：吴永杰，发票号

0409030，金额4508.2元，

声明原发票作废。

●郑朝坤遗失郑州创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亚

星盛世星苑6号楼2单元28层
2803室购房发票2张,发票代

码241001410070,发票号为

00479903，发票号码00500
528，声明作废。

●全双双遗失信阳农林学院（原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证书，证号：11326120120612
0480，声明作废。

●召陵区慧恩宝母婴生活馆(代码:
92411104MA448JCK32)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龙湖农业生态园有限

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徐贵萍遗失新乡市教育学院

数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书，批

准文号:84教师字003号，证

书编号9643220，声明作废。

●河南珍医堂民生大药房有限

公司巩义市明阳店公章（41
01810071268）、财务专用

章（4101810075456）和法

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王艳洁购买许昌瑞贝卡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潩水庄

园3-50-401号房屋的预收房

款收据(号码0048788日期:2
018年5月8日)丢失,声明作废。

●席万岭坐落于巩义市杜甫路

143号9号楼1层附110号房

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号150
1325401）丢失声明作废。

●席万岭坐落于巩义市杜甫路

143号9号楼1层附109号房

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号1501
325403）丢失声明作废。

●崔红波遗失石佛艺术公社开

具的房款收据（编号8055500
金额211736元）和维修基金收

据（编号8055520金额3087元
），声明作废。

●王世鸣，遗失郑州美好艺境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1-2-1101
房款收据,收据号为:4008829，
开具日期：2019年12月1日，

金额50000元。现登报声明作

废，由此收据丢失引起的一切

纠纷由我本人承担，与郑州美

好艺境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郑州晟睿图书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2MA40YQ
EK3J声明作废。

●车牌号：豫EAW725保单号

PDAA2019410500000203
93保单印刷号4100180217
312商业险卡号410018012
00392声明遗失。

●吕炜炜0172603税收完税证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因不慎将福盛幼儿园银行开

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
70001261201,开户行：中国

建设银行鹤壁山城支行，声

明作废。

●郑天佑遗失河南省政府非税

收入票据第一联，票据代码:
豫财410103，票据批次OA
[2019]，编号1176059，金
额:壹仟伍佰元整,特此声明。

“可视电话包”没了，“托收业务”又来了

免费业务成携号转网“绊脚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携号转网服务正式上线已半月有余，在大河报和运营商的共同努力下，不少用户携转成功，但也有一些用
户向本报反映，在办理携转的过程中，被运营商设置的门槛绊住了。

最近一周多，大河报记者接到来自郑州、焦作、南阳、洛阳、安阳、鹤壁、平顶山的30多位移动用户反映自
己被莫名增加了“可视电话包”“流量安心包”等业务，虽是免费业务，但已成为转网的阻碍，而取消业务的过程
折腾得人“心累”。

免费业务
成为携号转网的门槛

11月26日至今，大河报以
《我省携号转网服务月底前正
式上线》《兴高采烈想转网却被
靓号折了腰》等为题，对携号转
网正式上线以来，用户遇到的
难题、热点进行了系列报道，并
征集用户反馈，持续关注河南
携号转网工作推进情况。

截至12月9日，记者已接
到来自河南各地上百条用户反
馈。这些用户来自郑州、焦作、
南阳、鹤壁、新乡、洛阳等河南
多地。最新消息是，经过一个
星期的多方沟通，部分用户表
示已成功转网。

但也有很多用户称转网过
程中遇到种种阻碍，其中，来自
郑州、焦作、南阳、洛阳、安阳、
鹤壁、平顶山的30多位移动用
户反映，自己在查询是否具备
携号转网条件时莫名增加了

“可视电话包”“流量安心包”等
业务。

记者查询发现，这两项业
务都是不收费的，属于基础业
务，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便捷优
惠的服务。不过，也正是这两
项业务，挡住了不少移动用户
转网的脚步。

能否取消
移动说法前后不一

11月28日，大河报以《转
网？“您的套餐 2028年到期”》
为题，报道了韩女士在满足条
件并获取授权码之后，又被无
故绑定2034年 12月 31日才
到期“可视电话包”业务，导致
无法转网一事。

29日，又有数名用户反映
遇到类似情况。郑州的杨女士
告诉记者，自己在查询手机可
否携号转网的时候，发现自己
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开通了

“可视电话包”业务。记者用杨
女士手机拨通 10086 人工客
服，客服表示“可视电话包”可
以退订，但是必须到指定的线
下营业厅办理。关于为何在杨
女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业
务，客服给出的回答是：“2019
年11月1日，河南移动将杨女
士内含 7G/月的移动流量王
49 元套餐免费升级到 12G/
月。所以杨女士的所有已开业
务都更新为当天开通。”杨女士
表示，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套
餐内容更改的提醒，要不是这
次转网查询，都不知道自己开
了这么多业务。

更让杨女士困惑的是，隔
天再次拨打10086想咨询具体
办理营业厅时，却被客服告知

“可视电话包”是基础业务，不
可取消。在杨女士反复强调

“上次打电话是可以取消的”之
后，客服表示：“我们线上客服
没有这个取消权限，您可以到
营业厅问问。没有指定一说，
只要是我们自有的都可以。”

大河报介入后
有的业务不再是携转条件

接到此类投诉后，大河报
与河南移动数次沟通。河南移
动对此也很重视，表示“不会阻
碍用户转网，可视电话包可以
退订”，同时决定，“不再将‘可
视电话包’作为用户无法携转
的条件”。

随后，记者将这一消息通
告投诉用户。得此消息后，之
前多次沟通无果的韩女士再次
来到营业厅，成功取消了该项
业务。韩女士表示，这次办理
顺畅很多。

郑州的杨女士再次发送短
信，也发现该业务已经没有了，
可以转网。有同样遭遇的平顶
山移动尾号1234的赵先生也
在大河报的帮助下顺利取消

“可视电话包”“流量安心包”业
务，成功转网。

不过，在记者回访过程中，
也有多位投诉者表示“心累，不
想再转了”。郑州郭女士对目
前运营商的做法表示质疑：“最
近几年，运营商都在推广和提
倡在线上办理业务，很多比取
消‘可视电话包’复杂的业务客
服都能搞定，运营商自己的
APP上业务也非常全，这次为
什么一定要去营业厅办理，总
让人感觉是在为携号转网设置
障碍。反正让人感觉很不好，
国家本来是要给老百姓做一件
好事，现在的体验感很差。”

两次拨打10086得到不同
回答的杨女士也表达了自己的
不满：“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
题，客服前前后后回答都不一
样。让我感觉自己被‘欺骗’
了。而且为什么早不升级晚不
升级，偏偏赶在携号转网这个
时间点增加这个业务，让人感
觉有点故意。”

“可视电话包”取消了
但其他门槛又来了

在部分用户反馈“可视电
话包”业务终于被取消的同时，
记者还是不断收到来自河南各

地市无法取消“可视电话包”的
投诉。焦作温县的王女士是最
早向大河报反映该问题的用户
之一。她告诉记者，经过大河
报的沟通，“可视电话包”是取
消了，又多出了一项“托收业
务”。最让人无奈的是，营业厅
和10086人工客服均表示，不
清楚这项业务是干什么的，也
无法取消。半个多月过去了，
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安阳滑县的陈先生遭遇更
奇特。他为了携号转网，特意
从村里跑到县城指定营业厅去
取消一些业务，谁知道不但没
有成功，还遇到了更让人生气
的事。陈先生告诉记者：“营业
厅的人明确告诉我，‘可视电话
包’这个业务可以取消，但是他
们不敢，上面说谁取消扣谁工
资。耽误了一天，跑这么远，最
后啥也没办成。”

大河报也将继续
关注携号转网相关问
题。如果您在办理过
程中遇到了困难，欢迎
拨打大河报记者电话：
18037685131反馈。

携号转网

免费业务

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