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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停车时无人问津，离
开时却有人收费？

“这儿都没人管管吗？我
把电动车停在路边人行道上的
停车线里，来的时候没人问，走
的时候，却跳出来个收费的！”
市民陈女士反映说，如果她是
把车停在收费停车区，她也就
认了，可这人行道上，啥时候也
有人收费了？

陈女士说，虽然只要一块
钱的停车费，不多，但收费人员
没有工装马甲，也没有工作证，
而且不给还不让走，骂骂咧咧
的，弄得人可尴尬。“另外，这人
行道本身就不是收费停车区，
我想，如果我的电动车在这儿
丢了，这个人肯定不敢跳出来
收费！”

无独有偶，郑州网友李先
生也遇到过此类情况，然而与
陈女士不同的是，他却是在火
车站附近连续三次被收费，而
且都是在路边的人行道上。

“三次停车，每次两块钱，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坐公交车
去，低碳环保，还不用为停车发
愁！”李先生说道。

此外，还有顶端新闻网友
反映，近两年关于非机动车停
车收费的新闻频繁报道，为何
圈地收费的问题一直存在，得
不到纠正处理和取缔？

走访：不少人行道已停止
收费，个别地方却已涨价

为了解郑州市区非机动车
停车乱收费情况，连日来，记者

走访了郑州市多条道路上的人
行道非机动车停车区，发现有
不少原先收费的人行道停车区
已不再收费；但也有个别地方
却已涨价！

在郑州市人民路某医院门
前，记者看到，此处附近路边人
行道上停放有很多非机动车，
现场没有见到有人收费。但据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此处在一
年多前，是有人在收取非机动
车停车费的，但不知道什么原
因，突然就不收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二七
路、东太康路、西太康路上，这
些路上原本也有人在人行道上
收取非机动车停车费，现在也
是不再收。可是，在附近工作
的郭先生说，虽然这三条路上
大多时间已无人收费，但个别
时候，仍会有一些不知是哪里
的人突然出现，向一些在此停
车的市民收费。

另外，在郑州福寿街上，记
者看到，道路两边的人行道上，
有多处停放有很多非机动车，
且有身着绿色马甲的人员在收
费。但这些停放非机动车的人
行道，仅有部分是规划的机动
车停车区，且没有非机动车收
费相关标识牌等，只要停车，就
会被收费，而且价格也在两年
多前涨到了两元钱每次。

据附近商户周女士说，她
曾因为非机动车停车收费问
题，跟收费人员理论过，说这些
地方属于人行道，不应该收
费。“可收费人员不管，还说这
些地方是他们承包的，这我就
纳闷了，谁这么有能耐，能把人
行道承包给他们！”

整治：即日起，郑州将规范
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

那么，这些在市区人行道
上收取非机动车停车费的情
况，是否合法合规？正当记者
探访调查时，郑州市城市管理
局非机动车乱停放集中整治行
动也恰好开启。

1月21日上午，据记者从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为进
一步提升市区道路“序化”管
理水平，从即日起，该局将在
市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非机动
车及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集中整
治行动。

据悉，此次集中整治的范
围是市内五区、郑东新区、高新
区、经开区和航空港区的重点
区域。其中，涉及非机动车停
车整治方面有：利用自有土地
资源设置的非机动车停放点管
理不规范的；由政府在市政道
路、广场等公共区域划定的停
放区进行乱收费的；地铁站点、
医院、学校、商业中心、汽车客
运站和火车站、高铁站等市民
需求较大的区域落实属地主管
责任不到位的，管理秩序乱的。

按照要求，整治后，市区
主、次干道和支路背街路沿石
以下，无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
乱停乱放现象。在整治过程
中，各区、管委会要按照科学合
理、便民利停、安全美观和不影
响市政设施正常运行、不影响
城市交通安全、不占压盲道、不
影响行人正常通行的原则，规
范设置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停
放点（位）和引导牌，并建立台
账，落实编号管理。凡利用自

有土地资源设置非机动车停放
点的单位，必须在显著位置设
置规范的收费标准公示牌，派
专人管理并严格按标准收费。

链接：
以下是不应设置非机动车

停放泊位的情形：
1.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入

口；
2.公交站台；
3.盲道及盲道两侧0.25米

范围内的人行道；
4.消火栓半径 2.5 米以内

的人行道；
5.雨水、污水、自来水、燃

气、电力等地下设施作业井以
及距离井盖外缘1米以内的人
行道，不应占压公用管线的检
查井、标志线等设施；

6.道路交叉口圆角范围内
路侧带（含绿化设施带道和行
道树设施带），以及距圆角弧线
切点外50米范围的人行道；

7.存在危险边坡或道路坡
度大于2.5%以上；

8.城市桥梁、隧道（涵洞）、
人行天桥、地下人行口等15米
范围内的人行道；

9.人行横道线行进方向的
人行道；

10. 其 他 不 宜 设 置 的 情
形。各区、开发区要按照整治
内容，联动全面开展各项整治
工作，特别是地铁站点、医院、
学校、商业中心、汽车客运站和
火车站、高铁站等重点区域。
市城管局将成立非机动车及共
享单车整治考核督导小组，每
周进行考核通报，并纳入改进
城市管理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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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本人张学红(身份证号410124
197412287533)住巩义市鲁庄

镇赵城村17组,于2012年8月份

在鲁庄卫生院有一妇女让我

抱一会儿孩子,她上厕所一去

不回,孩子留给我扶养至今,男
孩身上无明显特征,取名:张起

萌,现公开为孩子寻亲生父母。

联系人:张先生电话 13592630154

公告

●汝阳易昌农牧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10326
MA47YKU360)经成员大会决

定拟向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登报45日内向本

合作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义源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注

册号410100000018386),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天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郑州市司法局遗失河南省政

府非税收入专用缴款通知书

（手工），票据代码：豫财4106
05，票据批次OB【2015】，票
据号码：0011241-0011247、00
11251、0011255、0011260-00
11269、0011275-0011277、00
11280，共计23张票据，声明作废。

●张洁琼遗失南阳理工学院自

动化专业毕业证书,编号:11
6531201505000416,声明作废。

●杨雅惠西医个体诊所遗失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

号410603304001,声明作废。

●建安区五女店镇小王寨村村

民委员会公章(编号:411023
3010578)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绿林养殖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03260033558）发票

专用章（编号：4103260033737）
财务专用章（编号：410326003
3559）合同专用章（编号：4103
260033560）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郑州鑫河科技有限公

司于2020年8月5日交纳的诉

讼费136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0014585466的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财政票据收据联不慎

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后果由本公司承担，特此声明。

●现有河南全通物流有限公司

车辆车牌号豫A225Q挂,道路

运输证号豫交运管郑字41010
8008843,不慎将原件丢失,特
此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864095姓名为

崔梦妍出生日期为2017年2月
2日20时45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暴雪企业孵化中心（有

限合伙）公章（编码4103110
137041）财务章（编码41031
10137042）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华夏放心馒头

店(注册号411093603062400)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水荣郑房权证字第080105
5020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坐落：郑州市金水区农业

路30号院3号楼3单元5号，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陈景荣位于荥阳市京城路与

繁荣路交叉口西北侧桃花园

小区5号楼5单元611荥1201172
418号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商水县金利源彩印厂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商水县宏成彩印厂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原河南省第二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号为000
2104的郑州市建筑领域农民

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书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

●陈建遗失2016年4月27日颁

发的初级护师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15002220，声明作废。

●河南新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原河南新隆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编号为0023474的
郑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

保障金存储通知书一份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

●河南省豫行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交通第一机动车驾驶
技术培训学校公章丢失号41
01810006323声明作废。

●示范区胡和记面庄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24102910008807声明作废。
●示范区和平饭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编号JY
24102910035693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老潘哥小吃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5601148307声明作废。

●郭志平购买偃师亚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二期丹堤认筹

收据遗失，收据编码9701256，
金额5000元整，声明作废。
●郑州牛牛快跑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营运车辆车牌号豫A638
EC豫AC695W豫AQ382K豫
AU990C豫A092NH豫A632
NE豫AV956C豫AV292G豫A
V2M23豫AA093J豫AW352
P豫ASJ962豫AX681E豫A98
1YS豫AX257C豫AZ097G豫
A0E1B8豫A359ZP豫A0D6W
9豫A8D6P5豫A0H2Y5豫A7
E97J豫A153ZG豫AX190U的
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杜纪龙郑房权证字第08010
54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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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瑞遗失驻马店御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交钱收据,楼号
1-1-2503收据号Z5024783
金额146000元,声明作废。

●余昆明，不慎将河南金苑西部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首付款
发票（代码041001900105,号
码17659033,开票日期:2019
年12月30日，金额692738.00
元）遗失，声明作废。
●张晗的税收缴款书(141)豫地
现契耕01423693交税日期为20
16年6月14日因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非机动车停车何时规范？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昨起开始规范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帅 文图

连日来，有不少郑州市民询问，非机动车
停车何时才能像机动车停车一样规范？顶端
新闻·大河报记者昨日就此进行探访调查时了
解到，郑州市城市管理局非机动车乱停放集中
整治行动也恰好开启。

郑州街头停放的非机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