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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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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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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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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公告

●汝阳茂盛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26120004411)股
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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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河南群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1
MA46FM6M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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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信息窗口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声明

●王录军郑房权证字第980111
9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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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为遗失河南省清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购房款收据，
开具时间2018年11月14日，
收据票号0007589,金额11万
元整，声明作废。
●滑县老四干鲜菜调料门市部

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
不慎遗失,登记证编号:JYDJ
141052605000076,声明作废。

●孙诗涵（女，出生时间为2006
年11月12日8时26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H41
0405362）丢失，声明作废。

●周阳遗失河南理工大学热
能与动力工程学院专业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毕业证书
编号10460120150552785
4，学位证书编号1046042
015001832，声明作废。
●王苒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1205
81201806002793声明作废。
●杨东01286143税收缴款书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朱旭(411122198707262520)
购买漯河御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恒大名都项目5号
楼2单元508号房编号为1002
401的收据(金额245582)丢失
，声明作废。
●周恩瑞《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Q410792038，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潢川县宏运土石方工程有限
公司预留银行原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声明：郑州绿野科技中等专业
学校公章、钢印章、合同章、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苏倩（171）豫地现房土0012
0670契税完税证办证联丢失，
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770530,姓名李
淳雅，出生日期为2016年5月
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太康县漫时光手工披萨店营
业执照正本92411627MA457Y
ED53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邦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法
人：袁旭)遗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东牧机械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
MA9FJAT53P声明作废。

●姓名邵小强，身份证号4101
11196306150019郑房权证

字第1301004901号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中牟县雁鸣湖出租车有限公

司车牌号：豫ATG019营运

证编号：410122010792营
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张午乡亮波矿产品

加工厂公章遗失，作废。

●吴永禄坐落于巩义市文化街

的房屋所有权证（巩城私字

第8052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环宇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郑东新区白沙镇再来一碗面

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100MA47T76T3L)营业执照副

本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登记证编号 JYDJ241019
211001821）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昌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3MA3X5BP
173）和公章(号410103012
535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魏聪慧，身份证号码：410182
198409122568，乡镇执业助理

医师执业证书丢失，证书编

码:X10410183000018特此声明。

●证明:我村经济合作社（中牟

县姚家镇土山店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中的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共计三枚章不慎遗失，

现需登报后补章，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中牟县姚家镇土

山店村委会2020年10月21日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蓝
牌C8366H豫A(597E2/TX88
8/1G018/HV337/BM018/J
2093/V112V/U7798/A9199
/616N6/6169G/MS778/6BF
62/012B6)黄牌豫A(L7715/L
5562/L5517/L5560/L7725/)
豫A3696警豫A5657警
●陈辉不慎遗失郑州大学西亚

斯国际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

科毕业证（证号：1045912015
05041317）和学位证（证号：10
4594201504083），声明作废。

●河南省中原建设有限公司郑

州第一分公司开户许可证遗

失，核准号为 J491000791
9204，声明作废。

●陈代杨（男，出生时间为2010
年3月14日12时30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

J411403258）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郑杰货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39
52660562)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4101050103280）、
财务章、法人章、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695266056)，声明作废。

●编号为 J410395260，姓名

杨浩鑫，出生日期为2009年3
月2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李云遗失郑州金马凯旋家

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7号楼

3314维修基金收据（2013.
11.17）编号2495045金额

2272元，声明作废。

●河南新理念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丢失，注册号豫工商企4100
001005148，声明作废。

●获嘉县楼村刘璐网络服务部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P410210074,姓名陈雅

鹃,出生日期2015年04月09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问：招聘资格和基本条件是
什么呢？

要具备报考专业岗位所必
需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符合
相应的学历、学位以及其它要
求，聘用后能按照用人单位要求
及时到岗工作。

报名时已取得毕业证、资格
证等有关证件。2018年、2019
年毕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
毕业生和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
生，报考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岗位，暂未取得教师
资格证的，可先报名参加本次招
聘，如被聘用，须在试用期内取
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否则将
依法解除聘用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年龄应符合
各专业岗位要求，截止日期以7
月1日为准。例如：35周岁以下
是指 1984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
生。岗位要求的工作年限截止
到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如具有
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是指
截止到公告发布之日满2年）。

问：本次招聘怎么报名？如
何考试？

本次招聘的报名时间为：10
月 26 日 9：00－28 日 17：00。可
登录郑州人事考试网上报名系

统（http：//www.zzrsks.com.
cn/wsbm/WebRegister/in-
dex.aspx），点击“2020年郑州
市市属事业单位高层次、高学历
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公开招聘”
进入后，进行报名。

资格初审时间为10月26日
9：00－29 日 17：00。考生报名
后，招聘单位根据招聘资格条件
在1日内对报考者填报的信息
进行资格初审。考生可在填报
信息1日后登录原报名网站查
询是否通过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通过后到 10月
30日17：00前，报考硕研起点
岗位的人员登录原报名网站缴
纳考务费每科30元。缴费成功
的考生，需在11月10日9：00至
11 月 13 日 17：00 期间登录郑州
人事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
考证。

问：本次招聘笔试是否有加
分条件及审核？

本次招聘加分条件为：参加
国家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河南省
服务贫困县计划、河南省“三支
一扶”计划、河南省高校毕业生
政府购岗计划、郑州市“高校毕
业生进社区、服务农村计划”服
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参加

郑州市“大学生村干部”计划在
农村任职2年以上且年度考核
合格的大学生村干部，笔试原始
成绩加5分。2015年后退役的
大学生士兵笔试原始成绩加5
分；服役期间获三等功的另加4
分，获二等功及以上奖励的另加
6分，多次立功的按最高等级奖
励加分，只计一次，不累加。已
被公开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或招录为公务员的，不再享受
加分政策。

提供笔试加分材料的时间：
11月12日上午9：00－12：00，
下午2：00－5：00。

问：高层次人才可享受哪些
优惠政策？

首先，可享受到高层次人才
认定奖励。经认定后，A、B、C、
D类人才分别给予500万元、200
万元、50万元、20万元奖励。

其次，可享受青年人才生活

补贴。毕业3年内（海外留学优
秀人才毕业6年内）来郑工作的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 岁以下
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和技工
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经申报后
按每人每月 1500 元、1000 元、
5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最
长发放36个月。

另外，还可享受人才住房保
障。对A、B类高层次人才，给
予最高300万元、150万元的首
次购房补贴或提供不超过200
平米、150平米的免租住房。对
C、D类高层次人才，给予最高
100万元、50万元首次购房补
贴。对符合条件的博士、硕士和

“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毕业生，
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2万
元首次购房补贴。

此外，可享受公共服务供
给。完善高层次人才日常保健
服务，为人才及直系亲属开辟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绿色通道。更
好满足高层次人才子女优质教
育需求，就读学前、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的，由户籍地或居住地所
在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免试相对就近原则，提供学位保
障。A、B类人才子女按人才意
愿优先安排，C、D类人才子女根
据人才意愿予以照顾。人才子
女报考高中阶段学校，分类给予
适当照顾。

最高奖励500万“郑”等你来
郑州市41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405名高层次、高学历、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给予各类高层
次人才 500 万元、
200万元、50万元、
20万元奖励；给予最
高300万元、150万
元的首次购房补贴
或提供免租住房；更
好满足高层次人才
子女优质教育需求
……10 月 21 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从郑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根据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2020 招才引
智专项行动”精神和
郑州市市属事业单
位工作需要，郑州市
市属41家事业单位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405 名高层次（博
士、副高及以上职
称）、高学历（硕士研
究生起点）和急需紧
缺专业人才。此次
市属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涉及12个主管
委局41家单位 190
个岗位，共计招聘
4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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