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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开学了教室没建好，
校方让学生在家上网课

2015 年，刘宁来郑州打
工，一直租住在管城区美景鸿
城七里河小区。今年，女儿到
了上小学的年龄，为了孩子，
他专门在郑州办理了居住证。

今年8月21日，按照管城
区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幼升小”报名要求，他在郑
州南三环与金岱路交叉口附
近的星火路小学报名点给女
儿报了名，当时，填报了距小

区一路之隔的七里河小学。8
月31日，管城区金岱办事处幼
升小星火路小学报名点张贴
小学录取名单，他查看发现，
孩子被分到了“团结路小学”。

他再一打听才知道，团结
路小学就是创新街小学团结
路校区。在学校老师的指引
下，他来到位于附近的创新街
小学团结路校区，却傻眼了：
步行到达该学校，需穿过一段
长约100多米的拆迁房废墟，
而学校里面正在施工，教室内
还未完工，窗户都没安装，地

面也未平整。“学校还没建好，
咋让我们孩子上学？”刘宁说。

刘宁说，学校老师告诉家
长，由于学校还没建好，原定
于9月6日的开学时间可能延
期，具体何时开学还不确定。
延期开学期间，学生可在家上
网课，家长要引导学生打扫卫
生、阅读、用餐、整理衣物等。

除了刘宁，附近居民张平
（化名）对此事也表示不解。
她曾到学校工地现场查看，发
现学校教室的墙面、地面、吊
顶、窗户、外立面、绿化等多项
内容均没完工。“学校让我们
在家里等通知，看样子，一两
个月都难完工。其他学校一
年级的孩子都上课了，我们还
在家上网课，落下功课、学习
基础打不牢咋竞争？”张平说。

9月1日上午，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来到创新街小
学团结路校区发现，从尚庄路
通往学校，要通过一段地面部
分已拆迁完的工地，该处地面
尚未规整，由于地面凸凹不
平，走起来确实吃力。而该校
区内并未有开学的迹象，工人
们正在工地内施工，不时有大
型工程车从工地内进出。进
入该工地，校园内建筑区以外
路面全是黄土，地下管道尚未
铺设。两三排教室四周搭建
有脚手架，工人仍在继续施
工，教室一楼的地面尚未铺设
管道和地板砖。不过，二楼以
上的地板已铺好，不少房间墙
面被粉成白色，工人正在走廊
内铺设1米多高的墙砖。由于
教室、校园内尚未施工结束，

放眼望去一片凌乱。

回应：一个月内一期教学
楼完工，9月底可入校

开学了，为何创新街小学
团结路校区的教室还没建
好？该校区负责人刘女士受
访时表示，创新街小学团结路
校区位于七里河路与团结路
交汇处，是今年投入使用的一
所新建小学。但是，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耽误了学校
的工程进度，才造成今年秋季
招生时未能如期交付。“我们
一天跑好几趟，一直在和施工
方交涉，要求施工方加快进
度，赶紧建好，让孩子们早日
可以入校上学。”她说。

刘女士说，在招生期间，
针对因工程延期延迟开学的
问题，学校通过与家长面谈、
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与家
长代表座谈、发微信群公告等
形式，一直与家长做解释、沟
通工作。同时，学校也成立了

“学校工程督促小组”，多次与
工程建设项目部沟通对接。

负责该工程的福建来宝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施工
负责人汪先生表示，今年，受
疫情影响，学校工期耽误了2
个月，五六月份才正式入场施
工。目前，他们每天安排一二
百名工人在现场加班加点赶
工。截至8月31日，学校一期
教学楼室内工程已全部完工，
9月将全力推进配套外网工
程、教学楼外立面工程和校区
内景观绿化工程。“我们与学

校协商，保证在 9月 27 日之
前，将一期教学楼交付使用；
做好周边环境安全的预控措
施、降噪措施，并对室内空气
进行相应检测。”汪先生说。

通往学校是一片拆迁地，
即使开学了，孩子上学安全如
何保障？该学校负责人刘女
士称，为了解决孩子上学安全
问题，经管城区相关部门协
调，将在学校东侧七里河生态
公园旁边修一条保通路，专门
供孩子上下学使用。

管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受访时称，近两年，由于该
片区新建小区较多，适龄上学
的孩子也较多，因此才在新建
小区配建了一所小学。“开学
了学校还没建好，我们比家长
还着急。我们也在督促施工
方尽快赶工，可学校没配建
好，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不
过，该负责人表示，经与建设
方、校方沟通，一个月时间，该
学校一期教学楼即可完工、交
付，9月底之前，学生们即可入
校正式上课。划片到该学校
的家长，若不愿在家等一个
月，该局可根据各学校学位报
名情况，协调学生到管城区郎
庄小学入校就读。“如果怕团
结路校区不能如期交付，不愿
意继续等下去，我们可以协
调，9月2日就可以到郎庄小
学报到入学。”该负责人说。

“郎庄小学快到南四环
了，在管城区东南边，距离小
区至少有6公里远，协调我们
到这个学校，每天上下学都是
问题，还是让人愁。”刘宁说。

校门难入，只因教室还没建好？
郑州创新街小学团结路校区尚未建成，管城区教育局回应称，9月底可入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尚佳莹 文图

9月1日，郑州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刘宁（化名）的女儿今
年“幼升小”报名成功，顺利被分到了离家不远的学校，但他怎么
也开心不起来。原来，他来到被划片的管城区创新街小学团结
路校区，却发现学校教室从外面看还只是个“框架”，并未完全建
好。学校通知，因学校未建好延期开学，孩子可在家上网课，啥
时候开学要等学校通知。这到底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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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大河报广告中心
1.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 债权转让公告

郭松根先生:你与赵高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依据（20
20）豫1081执2294号,本案申请

执行人赵高非（身份证号码:41
1081198310077954）已将债

权全部转让给王少军（身份证

号码:411081196301190470）,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请你

方前往禹州市人民法院领取

通知书并直接向王少军履行

还款义务，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2020年9月2日
●新乡市仲顺物流有限公司拟

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700MA4422H88C),望债权人45
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 减资公告

安阳龙亿建构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
23MA9FJ2UU2D)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将注册资

金从人民币5000万元减至人

民币600万元,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消防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声明

●编号为U410004111,姓名魏

一汐，出生日期2019年12月
3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 法人变更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雅途外语培训

中心，现声明法定代表人变

更，原法人代表陈红刚变更

为李安琪，变更前无债务债

权纠纷，如有异议，请与陈

红刚联系，联系电话：

13733173353特此声明。

●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人民政
府遗失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4100162350,发票号码
04175760,声明作废。

●河南林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0100396
422698X),公章，合同章，法人
章(寇建民)遗失，声明作废。
●潘瑞琳，女，南阳理工学院中

医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不慎遗
失，证书编号：1165312014
06001194，声明作废。
●李嘉杰,身份证号:41282519
9605080542,我本人不慎将河

南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开具的维修基金收据(收据

编号为:0068591,金额:3528元,
开具日期:2019年01月11日,房
号为 3-26F-2614)遗失,特此声明
作废。登报日期:2020年9月2日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101011420919,
声明作废。
●郑州晨野广告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05000145607)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海宽驾驶证于

2020年8月22日在郑州不慎
遗失，证号4109231982060
76614，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赛依德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

专用章,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

款通知书两份（空白），票据
代码：豫财410605，票据批次：

OA（2016），票号：0024101、
002410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龙光新能源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2MA44PHUP6B)营业

执照副本、公章(编号41010
20110023)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中小企业助保金贷款

管理委员会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准号:L5042000015701,法定

代表人:李俊伟,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临颍县支行,账号:4100
1559310050208172,声明作废。
●河南听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
MA45R2K92M，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华义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4101830032900)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天保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尹氏饭庄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103110015062声明作废。

●巩义市韵沟海洋滤材厂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1
81600019372声明作废。
●新乡市尚美家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章编号:
41070002198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郑州市金水区宇

鹰机械设备租赁站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105
601066645声明作废。

●贺晓鹏丢失由巩义市人民医
院开具的住院收费票据，代

码：豫财410214批次NC【
2017】票号0441859金额
6987.07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水利局不慎遗失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款通

知书，票据批次OB2015，票号
0014303-0014308、014311-001
4320、0014331、0014336，共
18份，声明作废。

●本人丁双梅,身份证号:4101
26197401152142,购买汇泉西
悦城29号院3号楼2单元9层901
号,现不慎遗失郑州汇泉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办房本押金
收据，收据号1965539，金
额3000，特此证明。
●河南超悦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122MA4113471W）丢
失，声明作废。

●李红莉遗失河南兴伟置业有
限公司2号院30-701室的首

付收据(编号3339544、501
8613，金额320642元)、维
修基金收据(编号5018615，
金额8280元)，声明作废。
●石春生00186158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遗失声明作废。
●刘华磊遗失商丘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3
7821200906001222,声明作废。
●姜红涛遗失商丘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3
7821200906001106,声明作废。
●刘永帅遗失河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
业大专毕业证,证书编号1378
91201006000112,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创新街小学团结路校区的教学楼，目前还是水泥框架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