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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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公告

●新乡市安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700000016187
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阿祥小吃店营

业执照(代码92410105MA47
PGPG0K)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张俊刚装饰材

料商行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5MA41GPX1
9Y)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徐付江遗失与兰考县金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祥

龙佳苑商品房认购书，房号

为1号楼2单元4层东号房,现
声明认购书与收款收据作废。

●杨红四遗失装修押金收据，

票号0022166,金额2000元,
声明作废。

●河南德鸿齿科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毛乃涛),声明作废。

●滑县仁和机械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丢失

豫翠园项目技术资料章一枚，

编号20140305，声明作废。

●睢县聚鑫废品收购部营业执

照副本92411422MA466J8
J08遗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天然叶类加工厂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1000
8532603账号16028201040
004162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登封市告成分

理处,声明作废。

●巩义市涉村晓燕通讯器材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41018160
0234459)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410181198207060526)和
发票领购簿均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奥宗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中青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许可

文号：豫旅【2003】116号，

编号：L-HEN16022,声明作废。

●张霞，郑房权证字第160105
0868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屋坐落于惠济区南阳路169
号5号院4号楼东1单元4层26
号，特此声明，如无异议,
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高阔警官证不慎遗失，警号:
037864声明作废。
●耿长在郑房权证字第160104
6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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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歉声明
本人袁嘉锴，合作河南佰业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经营
项目后，因个人原因不愿继
续经营，在河南佰业公司内
部微信群煽动其他客户情绪，
给河南佰业公司造成了经营
上和经济上的不良影响，现
就本人不理智和错误的行为
向河南佰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公开道歉。
●王凯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11425613317287)遗失作废

●蔺玉辉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1425613290021)遗失作废

●蔺玉辉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1425613290005)遗失作废

●川汇区惠康大药房公章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西航日用品咨

询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3MA42J0NH5A，声明作废。

打造城市建设核心板块
带动新老城区统筹发展

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
优，外联。郑州市建设大都市
区，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各
个区块都将发挥各自的特
色。《计划》提出，按照“产业主
导，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原
则，规划32个城市建设核心板
块，将核心板块着力打造成为
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城市
建设的新亮点和城市结构的
关键点。

32个核心板块共实施373
个项目，投资2150亿元。2020
年 6月底，核心板块完成城市
设计，3年内项目基本落地，5
年内建成初具规模。带动新老
城区统筹协调发展，推进中心
城区转型升级，实现“东强、南
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的
发展目标，展现古都新魅力新
活力。

《计划》明确，航空港区、经
开区、高新区要围绕发展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汽车与装备
制造、信息安全与智能传感等
打造高品质先进制造业基地；
郑东新区、市内五区要围绕发
展数字经济、服务型制造、生

产性服务业等打造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各（县）市、上街区要
围绕装备制造、食品制造、铝加
工制品、建材耐材等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加快打造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各开发区、县（市）
区要合理布局发展高端服务
业。通过产业项目建设落地助
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
全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
极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

今年新增100所公办幼儿
园 年内要杜绝超大班额

经济有进步，生活有保
障。大河报记者了解到，郑州
市将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
力。《计划》提出，构建优质均衡
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根据《计划》，郑州将加快
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2020
年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 100
所，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
达到50%，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稳定在95%以上，普惠性资源
覆盖率稳定在 90%左右。同
时，高标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每年市区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校30所以上，每个县
（市）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4

所以上。
2020年，郑州要杜绝超大

班额，2021 年彻底消除大班
额，2022年巩固成果。班额符
合国家标准，小学和初中学龄
人口入学率达100%，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99%。

另外，还将全面推动普通
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快推进
市区15所高中阶段学校建设，
2022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95%，还将积极推进新
建一所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
等。

开工建设市中心医院高新
医院等3个项目

城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
平也将进一步提升。《计划》要
求，坚持项目带动，通过新建和
改扩建方式改善医疗机构基础
设施条件，开工建设市中心医
院高新医院、市七院滨河院区、
市中心医院港区医院 3 个项
目，市三院迁建、市七院心血管
病房楼和市颈肩腰腿疼医院郑
东院区3个项目建成投用，新
增床位2200张。

按照计划，在实施城市新
建、扩建、旧城改造、撤村建居
时，要按每个街道办事处3万
至10万居民标准建设不小于
3000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

2022年底两级青年人才
公寓建成投用

《计划》提出，构建完善的
住房保障体系。到2022年郑
州市中心城区三年累计分配公
租房2.2万套，三年筹集各类租
赁住房16万套（间），到2022
年底市、区两级2.5万套青年人
才公寓全部建成投用。

在构建优质生态绿化屏障
方面，到2022年底实施造林20
万亩，森林抚育30万亩，完成
生态廊道绿化提升10万亩，新
建森林绿道160公里。

初步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

围绕航空、铁路、高速公
路、无水港、轨道交通等方面建
设，郑州将构建通达全球、辐射
全球、衔接高效、域内畅通、功能
完善的交通中枢。到2022年
底，初步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郑州机场客运量达375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达72万吨。

供水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加
快。《计划》提出，到2022年底，
完成投资65亿元，累计供水能
力达到222万立方米/日，满足
1000万人日常用水需求。

到2022年，郑州要完成投
资额200亿元，新增供电能力
300万千瓦，解决市区主要供电
断面受限、供电能力不足问题。

而在5G网络、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建设方面，到2022年
底，郑州要实现全市域5G室外
全覆盖，完成中国联通5G区域
级网络云中心，中国移动5G核
心网大区中心等一批重要信息
网络基础项目建设。

《计划》提出，通过三年时
间，新增垃圾日处理能力7000
吨；2022年底前，建成投用郑
州新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南曹污水处理厂2个项目，新
增日污水处理规模45万吨。

继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乡
接合部等综合改造工程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三年，
郑州仍将在打造宜居宜业人居
环境方面下功夫。根据《计
划》，郑州要坚持规划引领、循
序渐进、以人为本、权责明晰的
工作原则，确保利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完成以城市道路、老
旧小区、城乡接合部为主体的
综合改造工程，推动道路、楼
院、街区、市域共同提升，老区、
新区、城乡接合部融合发展。

到2022年，郑州要基本实
现城市环境“整洁、有序，舒适、
愉悦”的目标，初步形成高质量、
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3年内，32个核心板块“郑”在规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2022年的郑州是
什么样子的？初步建
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郑州机场客运量达
3750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达72万吨，更加
国际化；规划32个城
市建设核心板块，将核
心板块着力打造成为
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
点、城市建设的新亮点
和城市结构的关键点。

《郑州市高品质推
进城市建设三年行动
计 划 （2020—2022
年）》（以下简称《计
划》）正式发布，每年市
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校30所以上，每个县
（市）新建、改扩建中小
学校 4 所以上。到
2022年底，郑州要实
现全市域5G室外全覆
盖，完成中国联通5G
区域级网络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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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布高品质城市建设三年计划 这三年,郑州要这么建、这么变!

新老城区统筹发展，初步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全市域5G室外全覆盖……

郑州的未来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