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按照公告要求，召
开专家评审会。”郑州市城乡

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评审
会现场，参选的5家单位（联合

体）逐一进行技术方案汇报，
由来自西南交通大学、中铁大
桥局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听取
后，经过集体评审、认真讨论，
评选出前三家优胜单位。

该负责人出示的《郑州彩
虹桥及接线工程拆解与新建
设计方案专家评审意见》中显
示，此次评选会共有5家单位
（联合体）参加，包括：深圳市
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
铁第四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体；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五勘察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南省
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体；林同棪国际工
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和中
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体；中设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铁大桥勘测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最终，专家组评审后形成
如下意见：各参选方提出的道
路布置、桥型的建议，满足公
告中提出的要求，旧桥拆除方
案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根
据参选方提出的方案的合理
性、完整性、可实施性，推荐以
下单位（联合体）参与下一步

工作（排名不分先后）：深圳市
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体；中铁工程设计咨
询集团有限公司；中设设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铁大桥
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体。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专家
组推荐的这三家单位（联合体）
的设计方案成果归主办方，将
取其方案所长，汇总统一后形
成“升级版”设计方案，上报规
划、铁路等部门研究审批后，才
算是最终设计方案，预计最终
方案将在春节后“出炉”。

接下来，再进行设计单位
招标，中标的设计单位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进行施
工图设计，最后是施工单位招
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彩虹桥作为郑州北三环
快速路铁路跨线大桥，是郑州
市北区东西向的咽喉要道，
1994年底建成通车。据媒体
报道，近年来，彩虹桥经多次
专业检测，均显示全桥刚度和
强度均不足，鉴于彩虹桥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为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自2019年

10月26日起对彩虹桥进行封
闭。封闭期间，桥上禁止一切
车辆、行人通行，桥下地面辅
道正常通行。

去年11月28日，“郑州彩
虹桥及接线工程拆解与新建
设计方案竞赛公告”发布，确
定彩虹桥要拆解后新建。次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率先
报道这一消息后，引发了广泛
关注和议论。当天下午，郑州
市城建局召开媒体通气会回
应称，彩虹桥确实要拆了新
建，除肯定新桥要高于4车道
外，新桥结构、施工工期等都
要先等方案确定再说，新桥是
否还叫“彩虹桥”也未可知。

在此前发布的竞赛公告
中，要求参加单位应重点考虑
但不仅限于“跨铁路桥梁区段
拆解方案在确保铁路运营安
全的条件下必须满足铁路部
门的各项要求”;“新建跨铁路
区段桥梁应为城市景观桥梁，
须进行多方案比选”;“新建跨
铁路桥梁施工组织方案应重
点考虑快速实施技术等”技术
要点，突出拆解、新建桥梁的
安全，新桥的“才貌双全”，安
全前提下施工尽可能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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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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咨询

●法律咨询律师服务
电话（微信）：13598418050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公告

● 注销声明
新安县便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因破产无法经营,现予以注
销,合作社法人:杨文苹

●洛阳市润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300011010276）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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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欠声明
根据清欠民营企业债务工作
安排，请河南省项城市防潮
防腐工程公司速与我单位联
系，办理相关业务往来结算
手续。因原张家口市建国医
院已与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合
并，上述企业为原张家口市
建国医院债务企业信息。
联系电话：0313-8045021，
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新华
前街礼拜寺巷6号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王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
92栋305号房，收据编号HHD
5000787，金额：76745元。
收据编号HHD5011968，金额
76745元。特此声明作废。
●谢思琦(学号130607332)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的学生三方就业协议
丢失失效，现声明作废。
●侯文广名下车辆豫GA8208,华
安保险商业保卡（流水号:22
17079630）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四喜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4101030092926）丢
失，声明作废。

●樊胜玉，郑房权证字第0801
029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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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创牛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02
000097033）及公章、财务

章、合同章、法人章（何杰）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伞花苑小区国有土地使

用证(郑国用[2004]字0765号
;郑国用[2004]字0769号)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朴道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50213160)遗
失，声明作废。

●河南禄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728MA44X
UGX1Y(1-2),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本,编号:(豫)JZ安
许证字(2019)041515,副本,
编号:(豫)JZ安许证字(2019)
041515-04遗失,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728MA4
4XUGX1Y遗失,开户许可证

丢失,核准号:J49860013049
01,帐号170402270920010823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垣支行,均声明作废。

●郑州益品戴记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J4910055352601,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宝龙广场

支行，账号1702100609200018
202，声明作废。

●王保珍法律职业资格证遗失，

编号：C20124115220281，
特此声明。

●李梦婷(父:李小杰，母:王
成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350208028，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千姿布艺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3
03MA42NLP75F）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王春光快餐东

西街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4427665W(1-1）,声明作废。

●刘歌,教师资格证(编号201741
18012000573)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区腾达广告部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以下人员警官证丢失,分别为

崔光华,警号014540、曾祥好,
警号014505、马永存,警号0
14229、李书敏,警号014579、
于晓龙,警号103153声明作废。

●王销生(身份证37292219891
2297716)遗失名门城20号楼

一单元904号购房定金收据，

号FK1742金额10000元，首

付款收据，号FK2124金额14
8295元，声明作废。

●王铁强丢失2019年1月15日,
由巩义市兴旺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开具的宝骏360汽车（

车架号LZWADAGA5JF516
573）的续保押金条2000
元，声明作废。

●斐乐服饰有限公司向平顶山

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缴纳1059商铺装修保证金

10000元，票号：0001467，
收据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冬梅郑房权证字第060103
27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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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鲁山县鸿波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户许可证

遗失，核准号 J4953000589
601账号125060617000000
28开户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马楼分社，声明作废。

●郑州博瑞迪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号

410105100015272声明作废。

●新安县食药局非税收入缴款

书3份(票号0187443-0187445)
新安县食安办非税收入缴款

书2份(票号0086895-0086896)
罚没收入票据19份(票号00771
32-0077150)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乾运货物有限公司豫A
X7831营运证410113001471
丢失。

●王荣北遗失鸿盛新城2D-1
单元502购房款收据,票号122
4482,金额541236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S410365122，姓名为

李柯晨，出生日期为2018年08
月23日12时19分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吴保全于2019年11月
5日交纳的诉讼费34064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1252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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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王交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执业

证书(证书编号:S21141010
08）丢失，声明作废。

● 声 明

河南泓业元景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5082256906R）因股

东失联，公司无法正常运营，

特申请工商、税务注销，望公

司股东及相关人员自登报之

日起45天内速与法人联系，

如无联系，即视同认可公司注

销行为；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45天内与本公司联系

办理清算事宜，特此通告。

●邵帅车牌号：豫AV3191（
证号：410108010351）的
道路运输证遗失特此声明。

●缴款人黄公民于2019年3月4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24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1682
03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

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

人承担，特此声明。

●李杨护照(E53233270)遗失声明
●河南安迪盛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因不慎遗失2018年1月9日
所开壹拾万元收据壹张，编
号：6003602系星联湾住宅

小区四期消防工程系统合同
履约保证金声明作废。
●王浩遗失郑州一美可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收
据编号6037830，金额15538
2元。声明作废。

三家单位的设计方案获专家组推荐，还将取长补短、汇总统一

郑州彩虹桥升级方案预计春节后出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文 许俊文 摄

当郑州彩虹桥“拆了新建”已成“命中注定”，将如何拆
解、新建以及进程等问题成了备受民众关注的新焦点。新
进展来了！1月6日下午，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郑
州市城乡建设局获悉，该局1月3日组织召开了《郑州彩
虹桥及接线工程拆解与新建设计方案》评选会，有三家设
计单位提交的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入围参与下一步工
作。接下来，将取各家方案所长，汇总统一后形成“升级
版”的设计方案，上报规划、铁路等部门研究审批后，才算
是最终设计方案，预计最终方案将在春节后“出炉”。

2019年10月26日起彩虹桥被封闭

焦点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责编 杜思龙 美编 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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