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挡超期服役，
里面成了“停车场”

2月23日，顶端新闻·大河
报记者来到了郑州三全路渠东
路交叉口探访。在该处东南角
有一处围挡，里面停满了机动
车。

沿着渠东路一直到宏明
路，记者注意到，在路东侧有一
排蓝色的铁皮围挡，约有600
米。围挡上面悬挂的“占道施工
信息公示牌”显示，项目名称为
渠东路（北三环-三全路）道路
工程，开工时间是2018年7月
18日。

“施工期限是330天，围挡
早就超期服役了还不拆除。”附
近市民告诉记者，每次途经该
路段时都不方便，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早日拆除。

对此，施工单位河南派普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围挡内电力和配套设施
还没完工，他们也想早点交工，
不过没有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路段
也存在“僵尸围挡”情况，如金
牛路-三全路道路、污水、雨水
工程。记者在天伦路北侧看到，
路边有一处铁皮围挡，附近居
民说也围了好长时间不见施
工，如果能早点打通就太方便

了，否则还要绕很远的路。
对此，施工单位河南置信

建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也很无奈，电力占用了
污水管道处，如果不迁移，他们
也无法施工。而电力部门回应，
施工未和旁边小区协调好，他
们无法立杆，后续会派工作人
员到现场查看。

另有市民反映，在西四环
建设路这边，农业银行门口和
153医院门口的围挡什么时候
拆？西四环高架都通车了，还不
拆，从东边回孙庄，开个车每天
都要绕来绕去的，太不方便了。

经三路纬五路围挡上面写
着完工时间 2020 年 12 月 31
日，现在依然没有拆除，出行极
其不方便。

贾鲁河桥面的这个围挡
何时拆？

有市民反映，郑州市花园
北路贾鲁河桥的桥面自去年8
月底开始施工，搭建围挡。截至
目前，已经过去近半年时间了，
之前还见有人施工，但很久以
来没有再见到施工人员的身
影，为何围挡迟迟不拆？

2月20日、23日，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分别进行实地
最新打探。此处车流量非常大，
桥面施工围挡将两侧车道占压
了一部分，很多车辆挤在本就
不宽敞的双向六车道里，本就
狭窄的桥面道路显得更加拥挤
局促。该桥双向六车道，没有非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行人和骑
自行车、电动车的人与机动车
等混杂在一起通行，十分危险。

很多行人和骑车人与机动车擦
肩而过。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说，花园北路贾鲁河
桥是2020年 9月初搭建的围
挡。去年9月初，市政工程管理
处对该桥的护栏进行更新施
工。施工当中在已拆除桥面旧
护栏后，该处获悉郑州市的“十
纵十横”项目将拓宽该桥。该处
立即与“十纵十横”项目方对
接。该处与郑州市惠济区对接
意向为待其完成招投标程序
后，再确定中标施工单位，之后
立即接手现场，进行拓宽施工。
目前，该桥两侧的围挡是暂时
性替代旧护栏，起到隔离和安
全防护作用。该处将尽力保持
围挡坚固、整齐、洁净，等待惠
济区对该桥的拓宽工程进行接
手施工。

整治“僵尸围挡”，
还需多方合力

整个郑州市围挡整治情况
如何？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负责
围挡整治工作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市、区领导都非常重视，也
一直在做清理围挡这项工作。
施工围挡整治工作自去年3月
份开展以来，按照市里的统一
部署，成立专班，制定专案，集
中力量对全市的问题围挡进行
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分门别类
建立问题台账，大刀阔斧对“遮
羞围挡”、“僵尸围挡”、“污损围
挡”和“围而不建”、“建成不
拆”、超大超高、防溢底座缺失
等围挡问题进行治理。

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施工围

挡1717处，其中市政工程围挡
651处，建筑工程、待建工地围
挡1066处，截至2月19日，全
市共计整治围挡5019起、拆除
1312处，拆除围挡面积100.4
万平方米，督导安装公示牌
6206块。集中整治期间累计完
成施工围挡改建围墙133处，
长度29143米。

有专家建议，整治“僵尸围
挡”，提升城市品位，除了施工
企业自律，按照要求设置围挡
施工外，仍需要城管城建等多
方合力，共同监督。郑州城管执
法部门要主动作为，拿出强有
力的举措，硬起手腕动真格，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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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2021年2月15日
莲湖派出所接报警

在郑州市中原区陇

海西路与丹水大道

交叉口附近有一患小儿麻痹

症哑女，约17岁，身高1.65
米，穿粉色睡衣，有知情者

请1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

站联系0371—68953532
●寻亲公告:2012年1月15日河

南省巩义市西村镇东村村村

民王万喜通过王红抱养了一

个被四川妇女遗弃的男婴（

出生日期2012年1月10日），
现取名王瑞博，请孩子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见报后持

有效证件与西村派出所联系，

电话0371-85616065即日起

90日内无人认领将依法处置。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出租招租

●港区标准厂房。东区高档家

具精装写字间高档设施齐全

会所出租转让18539562595
●二环支路23号一楼202.95
平方米招租，联系电话：

13837131566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蓝汇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5MA45PJQ293）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新乡市新城集中供热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791100002222)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望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郑州市

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劳动

保障服务站、郑州市金水区东

风路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事

务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21年2月24日起3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河南汉威贸易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0002000474)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河南智教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

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1600MA445J5K23)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陈纪昌遗失新郑市人民医院

开具的2020年12月25日—20
21年1月14日河南省医疗住

院收费票据，票号0027975，
金额20622.35元，声明作废。

●编号O411992883，姓名李佑

康，出生日期2014年11月24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吴彩峰遗失登封市中医院医

院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票据代码:豫财410214
发票号码0001416，金额66
23.83元声明作废。

●姜慧菊，警号005227，警官证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编号:J412663739出生2010
年12月18日姓名:丁千恵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魏召召，遗失《军人残疾证》，

证件编号20191824210890
41515558，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李军涛合同编号070236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192399
金额2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豫A（W0619/0238V/1Q9
05/3716R/M6X02/1Q07V)豫L
50419黄牌豫A(90080/83158)
豫 J76156登记证书丢失作废。

●李俊祥、叶利莉遗失新乡市

中建宏图置业有限公司2021
年2月4日开具的中建尚书苑意

向金19-1-901收据,编号12257
11，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庞连峰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43
ED623B,声明作废。

●张勇,身份证412829199611
052818驾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常梓硕（2019年1月10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T410020890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卡斯摩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原法人

章（韩东），声明作废。

●新乡市延胜机械加工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80004373401，声明作废。

●河南京科物流有限公司豫

H2Z08挂牌照遗失作废。

●河南中坤路桥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2-3）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MA3X5PAJ76声明作废。

●周口市川汇区王付英电脑科

技服务部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道歉信

杜保朝,身份证号:41092219
5409152058;程少忠,身份证

号:410922199010202015。由

于我们法律意识淡薄,违反

国家相关规定,于 2020年 7月
在马颊河清丰县古城乡古城

集段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

了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我们已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行为，现通过媒

体公开道歉,希望大家引以为

戒,严格遵守法律,我们保证今

后不会再做违法违纪的事情。

●河南光泽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4110
244005180）、财务章、法
人章（石亚龙），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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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建议以强有力举措从根本上解决郑州“僵尸围挡”问题

城管执法部门要主动作为动真格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吕高见 宁田甜 文 张琮 摄影

连日来，大河报再探郑州“僵尸围挡”系列报道刊发以
来，备受社会关注，很多市民积极参与，或跟帖留言，或致电
记者，对围挡存在的问题建言献策，建议城管部门严格执
法，还路于民。而自去年3月以来，郑州市共计整治围挡
5019起，拆除围挡面积100.4万平方米。但是，现在郑州
还有不少路段有“僵尸围挡”，这些围挡何时能拆掉？

郑州一处围挡待拆

近日，新野警方多措并
举，组织全体民警、辅警走村
串巷，对辖区内的超市、商
店、便利店等进行检查，严禁
出售、储存烟花爆竹，并不间
断地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
做好禁燃禁放宣传工作。
2021年2月22日上午10时
许，新野县公安局歪子派出
所民警在歪子镇史营村走访
时，发现有四名男子正在史
营村东边白河河道旁燃放烟
花，民警立即上前进行制止
并将四名男子传唤到公安机
关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据《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该
四名男子分别做出罚款处
罚。（通讯员 杨峰 张鹏）

新野四名男子
燃放烟花受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