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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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西南四环1200平方仓库及办

公用房出租，有土地证、免水

费、物业。13938507112李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河南华瑞达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91411526MA47QFGU09)
经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册资本由 360万元减少

至 100万元，登报 45日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洛阳路凯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MA3X606U9T）决定清

算注销，请债权人、债务人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声明

●胡鑫宇不慎遗失康桥那云溪

项目那云溪二期-211号楼-2
-2403维修基金收据（发票号；

0127717）金额 5809元开票

时间2019年7月9号特此声明。

●本人刘航雁因个人原因,不慎

将华庭一号院 20号楼一单元

606号户室的首付收据丢失.其
中首付款 196000元,（票据号:
3088926)共计拾玖万陆仟圆整

(196000元),声明作废。由此产

生的一切经济纠纷与正商华府

置业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本人李建宏(身份证号 410
882197809175515)不慎将

与河南绿地御湖置业有限公

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
号 2017-0629059)遗失，现声

明原合同作废，由此产生的

纠纷与河南绿地御湖置业有

限公司无关。

●张琳遗失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 143491201906000406,
声明作废。

●陈盈颖（身份证号6103041981
06151029）将郑州丰益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票号 15380962
发票客户联遗失，金额 517072
元，声明作废。

●河南省金站新能源有限公司

遗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编号：郑规地字第 41010020
1909126号，声明作废。

●郑州市紫南社区卫生服务站

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环能节源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孟缘缘2010年4月29日出生

丢失编号为 J412040785《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李美菊于2020年5月7日
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6700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014892320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

票据》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蕾 (身份证号:4105031989
0405102X)遗失河南平瑞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收据(收据号0024
619金额349491元;收据号0023
303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由
此引发的责任与贵公司无关。

●本人孙海莉,身份证号 41062
1198312314541,遗失浩创梧

桐印象 16号楼 3单元 108号购

房收据(收据编号 1103460,金
额 116077元整,开具日期:20
18年 6月 24号）现声明作废。

●王雪爱于2005年10月26日，

购买的新郑始祖山塔凌园福

位情缘福地 3排 5号的墓地手

续因保管不善不慎丢失，现

声明作废声明人。王雪爱

●宋深印于2005年10月26日，

购买的新郑始祖山塔凌园福

位碧水山庄 1排 3号的墓地手

续因保管不善不慎丢失，现

声明作废声明人。宋深印

●河南老家洛阳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在 2020年 6月 5日做变更

业务，在领取执照路上不慎

将 2015年 10月 26日的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如发生法律纠

纷，由我公司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罗水姬小吃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0388191，声明作废。

●洛阳折颜商贸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码 4103150008844）
丢失，声明作废。

●韩振军,森海正阳门 15#2单
元 13层 1303户维修基金收

据遗失，收据号 9468405，
金额 927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甜美鲜花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92410104M
A457M3D2R遗失,声明作废。

●李念媛 (身份证 6222231991
04090025)遗失河南正弘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澜庭叙三

期 1号楼 906号购房发票,发票

代码 4100164350发票号码 03
374613金额 292896声明作废。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江西铁建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增值税专票，发票代码

3600194130发票号码 0583
7437-39，发票代码 360020
1130，发票号码 05412177-
78。声明作废。

●陈金平坐落于巩义市人民路

35号 2号楼附 16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巩城私字第 1334号
）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万户候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龙亭北路门市部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10202MA3XDCU6
6P声明作废。

●正商红河谷小区106-601业主

张静遗失河南正商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号 01460900 开票时间 20
16-4-29 开票金额 1817851
元，声明作废。

●翟迎先不动产证号上058051
号不动产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补发。

●郑州市金水区金皇糖酒商店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104
25197808185536遗失作废。

●肖金雷、韦义路，购买开元

壹号一号楼二单元 2902号房

的首付款收据丢失，收据号:
3812729，金额 306903元;收
据号:3812732，金额 10000元，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因快递遗失 3份保险合同,制
单日期为 2020年 6月 22日,单
证号码如下:001930766179
018,002151356846099,00
1930766072018,00215135
6739099,00193076596501
8,002151356632099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河南鼎德九川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公章（编码 4103150010
429）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县合河乡德盛大药房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721600113866,声明作废。

●张雪菲(李锦笑)遗失新郑市人

民医院开具的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 1张,票据代码豫财 4102
14批次 0A[2019]票号 05391
72金额 1753.12元,声明作废。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恒大艾乐

幼儿园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4980007424701,声明作废。

●郑州市燕赵货运服务有限公

司车牌号豫AL3S08，编号 41
0103002916;豫AR07E6,编号

410103003995;豫AH683E,编
号 410103005518的道路运输

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东)建材大世界耐斯克

橱柜五金商行(注册号 41019
6600106147)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第一〇七高级中学，河

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票据批次：OD［2
019］，票据号：0349753、0349
754，一式三联，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现有李亚丽确认单：1610120
79，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泓源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
101002122111)丢失，声明

作废。

●中牟县东嘉综合商行遗失法

人章，声明作废。

市内九区有467所学校
可提供午餐服务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市内
九区中小学午餐供餐工作去
年9月全面启动。市内九区现
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535
所，在校学生589973人。目
前共有467所学校可提供供餐
服务，占比87.3%；实际在校午
餐学生有 311691 人，占比
52.8%。其中，金水区、郑东新
区、惠济区、航空港区、高新
区、经开区、管城区等7个区已
实现供餐全覆盖，二七区、中
原区本学期结束前可实现供
餐全覆盖。

市内各区、开发区实行
“四个统一”，即：统一投入、统
一采购、统一招聘、统一管理，
建立“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食
材安全”食品配送机制，通过
新建改扩建学校食堂和各区
统筹采购供应等方式，全力推
进午餐供餐工作，切实保障学
生“舌尖上的安全”。

目前，郑东新区率先实行
午餐供餐和延时服务补助政
策，率先实现了午餐供餐和课
后延时服务双覆盖。金水区

投入2500余万元，改扩建13
所学校食堂，为32所学校加装
了餐梯，为13所学校食堂接通
天然气，破解了学校学生多、
面积小的供餐难题，又缩减了
从饭菜出锅到学生餐桌的时
间。

课后服务在全市范围铺开
相关通知正在征求意见

课后延迟服务，也是从试
点开始，逐步推开的。大河报
记者了解到，综合各县（市、
区、开发区）实际情况，决定推
动郑东新区先行先试。2019
年10月8日，郑东新区在全区
69所公办中小学全面启动中
小学在校午餐供应和校内课
后延时服务工作。

王中立说，截至 2019 年
底，全市共有432所小学、165
所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分别
占全市小学的45.1%、初中的
43.9%。其中，郑东新区、经开
区、中原区、管城区、新密市已
全面开展，其他各县（市、区、
开发区）也在部分学校试点开
展。

为加强规范管理，切实减

轻学生负担，维护广大群众切
身利益，郑州市政府初步拟定
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
服务工作的通知》，目前正在
进一步征求意见。

保证中小学生
在校午餐供餐质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郑
州市校内食堂供餐占比较低，
还不足50%，且校内供餐的基
础设施设备尚需提质增容，校
外配送供餐的全链条监督还
缺乏长效机制，参与课后服务
辅导人员不足及个别县区财
力不足。

为此，按照计划，今年，郑
州市各县市区、开发区人民政
府对中小学午餐供餐和课后
延时服务工作进行有序规划，
加大财政投入。加大改扩建
食堂及区域配餐中心力度，具
备条件的中小学食堂原则上
采用自营方式供餐，不再引入
社会力量承包或委托经营食
堂，不再签订新的承包或者委
托经营合同。研究设立课后
服务专项补贴资金，用于劳务

补贴和配备物资器材。
《报告》要求，强化卫健部

门营养配餐、科学饮食指导责
任。建立完善市场监管、教
育、卫生、公安等部门联动工
作机制，强化联动执法检查和
抽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合
力解决，不断优化和提升中小
学生在校午餐供餐质量，确保
供餐安全。各级教育部门建
立在校午餐和课后延时服务
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及时处理
午餐质量、课后服务收费、课
后服务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等
方面的投诉或意见建议。

王中立说，今年要继续规
范课后服务队伍，以在职教
师、退休教师为主体，鼓励高
等院校、社会志愿者进校免费
开展课后服务活动，鼓励家长
自愿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
严禁校外培训机构以课后服
务名义进校园，严禁有不良记
录人员参与课后服务辅导。

另外，对新规划建设学
校，充分考虑学生午餐、午休
问题和课后服务活动场所，建
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学生食堂
和宿舍，规划建设课后服务活
动场所。

郑州市教育局局长向郑州人大作报告，透露相关信息

“官方带娃”，今年郑州全面铺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孩子在校午餐，课
后延迟服务，解决家长
频繁接送孩子和家长
上下班时间与孩子作
息时间不同步的烦
恼。从去年9月开始，
郑州市内九区中小学
午餐供餐工作正式启
动。6月23日，郑州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召开，郑州市
教育局局长王中立向
大会作了《关于中小学
校午餐供餐及课后延
时服务工作的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今
年各县市区、开发区人
民政府要对中小学午
餐供餐和课后延时服
务工作进行有序规划，
规划建设课后服务活
动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