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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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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义马市泰山顺达物资供应站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张连子,女,中级工程师职称

证遗失,证书编号:C09902180
901361,取得时间:2018.12月,
遗失时间:2021.2月,声明作废。

●封丘县城关镇川鼎城火锅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4
107270000056）遗失，特此声明。

●刘原原(身份证号4113281986
0315943X)遗失河南省裕鑫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裕鑫花园

购房款收据，金额 250000元，

声明作废。

●张彩平遗失名门天隆城728仓
库押金条,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K410721593，姓名徐
嘉辰，出生日期为 2010年 12
月 1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回味大盘鸡店(代
码 92410100MA455RBXXY)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宋哲，丢失郑州港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
2日，2019年 12月 17日开具的
房款收据，金额 20000元，180
000元，票据号 0416931，040
6549，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天赐广告标
牌商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4910034589701,开户银行
:平顶山银行郑州花园路支行,账
号:600026513108019,声明作废。
●蓝牌豫AKY617黄牌豫AN5989
登记证书丢失作废。

●楚天舒临床外科专业医师资
格证书丢失，证号为 199841
110410303551220004;医师
执业证书丢失证号为 110410
000018977，声明作废。
●河南清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3日交于河南三
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标保
证金叁万元整,收据遗失作废。
●经营者王金见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注册号 4101046008
07534声明作废。
●常俊鹏遗失两张汝州市兰
桂坊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5
月 29日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第四联，发票代码：041001
900105、041001900105，发票
号码：17976119、17976118，
发票金额：131734元、133516
元，声明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豫GP1912豫Q82832豫C
BJ656豫A（FX569/Z7630/66
D69/3T38C/17KL8/S036Z/
52VQ9/5M126/FX230/Q2290
/CZ788/HL291/M5787/Y132
V/7795Y/3BQ26/U0050/AF5
30/DC112/7995V/J8591/Q0
708/0J63A/J0221）黄牌豫

AB6765摩托车豫AD8384豫
AFT054
●沁阳市振国运输有限公司豫

HG2887行车证遗失作废。

●河南盈瑞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0508881670)原公章(编号:
4101050063122)、财务章、

法人章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昌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合同专用章(1)4103220001
842合同专用章(2)4103220
001843遗失声明作废。

本报讯 近日，中宣部命
名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河南
有两人入选，其中一人是郑州
公交车长徐亚平。

徐亚平，郑州公交205路
车长。他在公交线路上奔波奉
献了30多个年头。他引进酒
店宾馆、大型商场的服务手
段为己所用，一声“您好”，一个
微笑，让每位乘客一进车厢就
像回到了家；他采用双语（英语
和汉语）报站，同时针对老年乘
客多的特点，总结出“三先、三
心、三稳”的服务方法，被乘客
亲切地称为“老人的拐杖、盲人
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

徐亚平的车厢卫生是出
了名的棒。连刚来的学员都
知道他的车“干净得都不忍心
踩”。有一次，一位小伙上车
后，发现车内太干净了，问徐亚
平是不是要脱掉鞋子，惹得满
车厢乘客大笑起来。

去年1月30日，在抗击疫
情的特殊时期，当得知要用公
交车给一线的医护人员送水
果时，徐亚平第一时间报了
名。很快，由4名志愿者组成

的服务队于当天下午两点来
到郑州市东四环汉风路集合，
统一佩戴口罩，对车厢进行全
面、无死角的消毒后，驾车前
往郑州某水果市场。接下来
大家将8吨水果装上两辆公
交车，然后载车前往省人民医
院和胸科医院。

去年3月，为了缓解社区
防控压力，徐亚平带领4名车
长来到未来路街道办事处银基
花园社区，协助社区监督员对
进出小区的市民进行认真询
问，耐心地指引返郑人员扫码
上报个人信息。去年3月17
日一大早，徐亚平带领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来到位于经三
路农科路的枣庄社区将新鲜
蔬菜送到社区居民手中。

多年来，他主动并带领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积极献血约
5000cc。去年 2 月 15 日下
午，徐亚平带领志愿服务队的
队员来到紫荆山人民会堂带
头捐献热血、奉献爱心。去年
6月14日第十七个“世界献血
日”，徐亚平更是带领20多位
志愿者，来到郑东新区如意湖
广场参加无偿献血。

路长制考核下，“网红墙”被当
作“亮点”争相打造

郑州二七区一街道办事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
郑州市按照路长制要求，不同
的道路设置三级路长，提倡各
区以街道办事处为单位，打造
精品、特色文化街区。同时，将
每条道路纳入集中考核，每周、
每月各区都要对道路打分考
核，评选出“红旗路”与“黑旗
路”，并给路长、办事处领导现
场颁旗，得“黑旗路”的区、办
事处还得接受财政扣款处罚。

当时，路长制考核相当严
格。在此之前，郑州各路段的
墙体多为白墙，墙体乱写乱
画、遍布小广告，十分影响城
市环境。金水区有一些街道
办事处率先在墙体上打造了
文化墙，效果十分好，之后，全
市的办事处开始跟着学。这
样，一批由办事处结合各自特
色，对街道墙面进行设计、涂
绘，“网红墙”也便应运而生。

由于墙体绘画可快速提
升街道整洁度，也是优秀路段

“出亮点”的有效手段，“网红
墙”加上简单的街景小品，一
般都可以摘得当月的优秀“红
旗路”，因此，“网红墙”一度成
为各街道办事处争相效仿的

“香饽饽”。
“打造精品、特色文化街

区，主要由城管部门牵头，各

街道办事处具体落实，但基本
都是各自为战，自由发挥。当
年，文化墙打造也是一种新生
模式，大家也是边做边探索。”
郑州管城区一街道办事处城
管科负责人说。

“网红墙”未设专门指标，纳入
美丽街区打造的一部分

郑州街头的“网红墙”，这
两年为啥“冷”了下来？金水
区改进城市管理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0年，郑州市又
提出“大城管”工作实施方案，
构建“四化”常态管理+专项整
治的管理模式。其中，“四化”
即为序化、洁化、绿化、亮化，具
体到文化墙，主要是按照美丽
街区的要求进行打造。

“大城管”模式提出后，城
市管理由单一的城管部门“单
打独斗”，变为多部门的“联合
作战”，道路管理也由片区、街
道管理，提升为各区甚至全市
层级的统一规划、设计和实
施。如今的美丽街区建设，要
求比以前的路长制更高，因此
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墙打造，
还包含绿化游园、街头小景、
道路品质与设施提升等多维
度的提升。目前，就金水区而
言，美丽街区建设试点，主要
选取了杜岭街、工人新村等5
个地方作试点。

但是，对文化墙的打造，现

在仍没停止，只是热度低了而
已。目前，针对原有文化墙，若
没损坏，一般仍会继续保留。
对已被损坏、没修复价值的，一
般暂时刷白或重新打造。不
过，在考核方面，文化墙打造被
融进了“大城管”考核中，并不
作为专门指标进行考核。

按照金水区改进城市管理
指挥部上述负责人的说法，以
前，路长制考核模式下，各街道
办事处为了“出亮点”，墙面只
要有地方，就会用涂绘来代
替。如今，街景多以景观打造
为主，整条道路统一设计、统
一风格，选择性可能会更多。

“现在，我们还是每个月
对路长制在内的多个方面进
行打分考核，但不像当年那
样，对‘黑旗路’实行财政扣
款、对倒数路段发黑旗了。”郑
州市改进城市管理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称，文化墙的打造，
对提升街区品质、营造文化氛
围，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大城
管”模式考核下，文化墙也会
作为一定的考核内容，但并不
作为必选项进行考核。只要
街道符合“四化”要求，美观、
协调就可以。因此，文化墙还
在作为美丽街区建设内容的
一部分在做，只是不像以往那
样火热了。“这也是城市管理
的理念在变，思路在提升。但
不论咋变，‘网红墙’不会消
失。”

郑州“网红墙”不会只红极一时
相关部门表示，将其纳入美丽街区打造的一部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田育臣 郑州公交车长徐亚平入选全国学雷锋标兵

他的公交车车厢太干净
人们上车想脱鞋“不忍踩”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通讯员陈卫历 文图

两年前，郑州集中打
造了一批“网红墙”，但一
部分“网红墙”今日或破
旧不堪，或遭“涂鸦”后被
刷白。2月 24日，顶端
新闻·大河报以《一年又
一年，“网红墙”们还好
吗？》为题对这一现象进
行了报道。郑州的“网红
墙”为何在两年前集中
“升温”？它们建好后，是
否有制度或部门来监管
与保护？

本报昨日报道截图

徐亚平让每位乘客一进车厢就像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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