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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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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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寻亲公告

● 弃婴公告

2013年10月14日,
在陕西西安东环

路边捡到一个女

婴。望其生父见

报后60日内,携带

有关证件到马东顺处认领,电
话15824653971,逾期将有马

东顺来养育，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养母刘凤霞和养父

韩海涛于2005年5月6日在河南

省汤阴县城北河边捡到一名弃

婴，女，现取名韩伟娜，望亲

生父母与我联系，逾期将依法

安置，联系电话15515072548，
特此公告。

公告

● 校长变更公示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现声明校长变

更,校长由路瑶变更为杨伟君,
变更前无债务债权问题,变更

后的债务债权由杨伟君负责。

联系人杨伟君,联系电话1352
3022777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2021年1月11日
● 公告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为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河南景丰建筑

有限公司申请将德正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的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转移至

全资子公司：河南景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上述资质无在建

工程，转移前所产生的一切债

权、债务，签订所有合同产生

的纠纷及法律后果，德正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独立承担。

特此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田文鸿、苏明霞:本委受理申

请人翟孝辉与你们之间的借

款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201
9)郑仲案字第0779号]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委(2019)郑仲裁字第0779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河南伯马新材料有限公司拟
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到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声明

●编号为P411871247，姓名为
朱珺瑶，出生日期为2016年3
月4日11时10分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李杏各,合同编号0930
57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069958
,金额1060元,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证明:金瑞锋郑州市预购
房商品抵押登记证明遗失，
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证明
第0042456号，声明作废。
●辛月琴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
书编码418002，2001-04-19签
发）特此声明。
●河南鑫彩休闲生态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丢失税号:410191353445486
声明作废。
●依据(2020)豫0105执恢1000号,
刘玲利位于荥阳市广武镇思
念.果岭悦庄社区12区3号楼
2单元311豫(2017)荥阳市不
动产权第0006179号声明遗失。
●李松军2006527604税收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世敏日用品经
营部(92410105MA42Y7PC8G)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俊飞软床购销部公章，
法人章(罗俊飞)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高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编码41100000
00130)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兴隆市政设施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将新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

局开具的河南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履约保

证金票据(加速器二期道路官

网建设自用,编号:0111028,
金额:319171元)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仔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4101040063638)不慎

遗失，特声明作废。

●张亚鹏于2021年1月5日在

郑州市金水区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4113251990070
22950,发证机关:郑州市公

安局金水分局,有效期:2017.
10.30—2037.10.30,特此声

明。身份证遗失期间由此身

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概与本人无关。

●许昌县犇羴鱻养殖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10233007638)
及合同专用章(编号4110233
007641)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鸿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40039106)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汇统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焱花棒童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
103601130049)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

司名称高红合同编号031439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069882
金额3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畅园温泉洗浴浴池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22M
A47K0X93Q公章发票章丢
失，声明作废。
●南阳艾雅药业有限公司遗失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
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
130006547501声明作废。

●洛阳高新开发区刘军肉夹馍

店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
证遗失，登记证编号JYDJ2
41039101000441声明作废。
●王梦琪于2017年5月下旬身
份证遗失,号码4106111999
06097823有效期是2015.12.
08至2025.12.08证件丢失期
间产生的一切法律财物责任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市分公司巩义支公
司丢失以下空白车险单证分
别为:交强险保单2013版 ,单
证识别码:AEDZAA2013Z00,
起始流水号:4100180280657
5到41001802806576丢失份
数2份;交强险批单2013版,单
证识别码:DCDZAA2013Z00,
起始流水号:4100190000199
8到41001900002000丢失份
数3份,特此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嘉乐百货商行
公章(编码4103150018261)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第二轻工业供销职工
陈春清，请见报速与公司联
系,于2021年3月1日前办理退
休有关事宜，逾期发生的一切

后果由本人负责。特此声明。

●河南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新乡兰庭世家项目已签
字审批进度确认及款项支付
申请表（申请金额为31162.
67元，合同编号为：xygs-d
fmz-pqht.pqht03-2020-06
-0001）声明作废。
●秦保宁(4107211983030405
13)保险执业证(0200024107
0080020181203232)遗失作废。

●杨现如(4107211983102105
25)保险执业证(0200024107
0080020170716296)遗失作废。
●沈轩墨（2018年2月21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R410773634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黄其英(身份证号:41270219
6910092765)遗失项城市福

德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11月
21日开具的中心广场-1945商
铺收据,收据号码7284597，
金额206496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潘超餐馆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编号
JY24101040037066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1240017，姓名
刘蔓歌出生日期为2015年10
月31日11时36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幼师缺乏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幼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
300万人。”日前，这一话题冲上
微博热搜。西南大学一份研究报
告预测，2019年，学前教育阶段
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近600
万适龄幼儿。到今年，幼儿园或
将缺少幼儿教师和保育员超过
300万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办
好学前教育”，并把实现“幼有所
育”列为“七有”重大民生问题之
首。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下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
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确
立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基本
方向和发展目标。幼师缺乏，不仅
直接影响幼儿成长和教育，也限

制了幼儿园发展。长远看，更不利
于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如何让幼
师职业健康平稳发展成为社会
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表面上看，“全面二孩”政策
放大了幼师短缺的矛盾，更深一
层探究，是因为这一职业本身缺
乏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工作
压力大与回报不理想，导致很多
幼师纷纷离职转行，也令不少学
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对幼儿园教
师职业望而却步。教育部发布的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我国现有民办幼儿
园共17.32万所，占幼儿园总数
的62%；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2649.44万人，占在园幼儿总数
的56%。幼师缺乏的状况，在民
办幼儿园往往体现得更为直接。

扭转这样的局面，首先就应
该提高幼师职业的福利待遇，以
此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幼师
待遇需要资金投入，“钱从哪里
来”毫无疑问是摆在面前的第一
个问题。对于学前教育而言，科
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政府、
幼儿园和家庭三方参与，如果忽
略政府责任，则很容易成为幼儿
园与家长之间的博弈——要么
是收费过高令家长叫苦不迭，要
么是入不敷出令幼儿园难以为
继。相比之下，强化政府投入的
责任，为普惠性幼儿园提供更多
政策和资金支持，既是化解“收
费贵”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幼
有所育”的题中之意。

2020年9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
中就幼儿园教师的职务评聘、工
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予以说明，以
此来保障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
益。另外一大亮点是，学前教育

“社会公益事业”的身份得到了
法律“认证”。明确幼儿园“社会
公益事业”的身份，并将其纳入
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意味着普惠
性幼儿园有机会获得可靠的经
费保障，而且意味着其必须接受
严格的成本审核与财务监督，从
而提高学前教育的保障水平，为
幼儿教师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实现“幼有所育”，离不开学
前教育机构和幼师的努力，只有
扫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破解幼师
缺乏的现实矛盾，才能确保每个
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

破解幼师缺乏，确保“幼有所育”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孟萌 邮箱 dhbjrg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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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州市相城区发布《关于鼓励企业外地员工春节期间留相过节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表示将对春节期间(2月11
日至2月17日)留在当地的外地员工按每人500元标准给予企业补贴;安排留相外地员工在岗工作的，按每人每天100元标准再
给予企业补贴。并提供优先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等节日保障。

（顶端新闻·大河报编辑 张静 整理）河粉儿热评

@且听风吟：此时倡导“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对于防疫来说，当然是确保之举，但对于普通人而言，难免会有纠结。或
许，也正是考虑到大家的心情，目前“就地过年”只是作为倡议而并非规定提出，释放出防控收紧的信号，强调春节疫情防控的特殊
性，引起重视的同时，也是希望更多人做好心理上、物资上的各项准备。而对于那些可能为此实实在在付出代价，必须要孤单地在
外地过年的人们，给予一定的补偿和鼓励，也是体现了传递关爱，守望相助的温情。毕竟，他们即便没有冲上前线，也是为了防疫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牺牲。

@三两三：号召“就地过年”，绝不是“以利诱之”，而更多还是基于社会治理需要，也属于公民履行责任的一部分。除了企业
拿出“真金白银”解决食宿问题、发放留岗红包外，相关部门也应有部署和安排，不能纯靠大家自觉揣摩，要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
让“就地过年”的人能安心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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