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报为了回馈读者，专门联合口
腔医院推出种植优惠活动。为郑州市
民请来了北大口腔的博士团队，让市民
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北大口腔种植
博士的医疗服务。

作为北大口腔种植博士亲诊单位，
离不开北大口腔种植博士对医疗本真
的坚守，更离不开患者的支持与认可。

在北大口腔种植博士种牙团中有
一位特殊的80岁老人赵大爷，他告诉

我们，10年前他就来找北大口腔副主
任医师王教授种过牙了，10年来这几
颗牙齿状态保持得很好。“现在，我儿
子、孙子一家也都在这里看牙。”一家三
代虽然观念不同，但是对于北大口腔种
植博士的技术和服务都很认可。

赵大爷缺牙那些年，曾先后做过好
几副活动假牙，吃了不少苦头不说，活
动假牙还把最后剩下的牙齿一颗颗都
拖“下岗”了，由北大口腔种植博士种牙

后，不但重获一口好牙，费用还省了一
大半。“常规种植需要16至20颗牙根，
费用咱工薪阶层哪承受得了啊。”

赵大爷说：“现在只需要4颗牙根，
就能实现‘牙齿重生’。”这4颗牙根相
当于“桥桩”，再在“桥桩”上安置烤瓷牙
固定桥。牙根和烤瓷牙同时受力，马上
就感觉有嚼劲了。不用满口种牙，种4
颗牙根，解决全口牙问题，现在赵大爷
逢人就说：“我这口牙，全托北大口腔种
植博士的福，好看又耐用，吃得好睡得
香，我的目标是活到100岁！”

北大口腔种植博士公益医讯：

5种人可选择北大口腔种植博士种
植牙：

1.全口/半口缺牙；多颗牙缺失；
2.长期缺牙未修复、牙槽骨严重萎

缩；
3.高龄、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缺

牙者；
4.其他机构无法完成的疑难种植

者；
5.信任北大口腔种植博士医疗品

质，想要尽快恢复咀嚼。
详 情 可 咨 询 大 河 健 康 热 线 ：

0371-65795698

北京大学口腔种植博士要来郑州亲诊啦！
全口/半口无牙、复杂性高难种植来问问北大口腔种植博士，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5698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10年前种牙如今完好 80岁大爷说：
我们一家三代都在这里看牙 种4颗牙根换满口好牙 “一日”得

好牙，想吃啥就吃啥

遗失声明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财政局机关
工会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1410100MC206022X2）工 会 法
人资格证书（2017年 11月 3日颁
发，有效期至2020年9月15日）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财政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2021年3月2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新世纪厨具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吴砦民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21年5月11日上午09时
00分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8号院内党校一楼。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
受理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20]438号
受理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视
为撤诉仲裁决定。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3月16日

上午 10:00 时在中拍网（http://
paimai.caa123.org.cn) 公 开 现 状
拍卖旧设备一批。
详情咨询：0379-65999868

15803798858
展样时间：2021年3月14日－3月15日
展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洛阳天瑞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3月14日

上午 10:00 时在中拍网（http://
paimai.caa123.org.cn) 公开现状
拍卖废旧设备一批。
详情咨询：0379-65999868

15803798858
展样时间：2021年3月12日－3月13日
展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洛阳天瑞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 3月17日上午

10：00 在中拍网（http://paimai.caa123.
org.cn）公开现状拍卖乳业生产企业的生
产设备物资及其配套设施。
详情咨询:0379-63120370

13937959490
展样时间：2021年3月2日-3月16日
展样地点: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聂潘

路中段
公司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459号数

码大厦A座1513室
洛阳市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河南国荣精密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728096930957D),经股东会
研究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从10200
万元减至6000万元。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2日

声明
郑州金象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已于2020年10月30日暂停综
合性能检测业务。原址为郑州市二
七区南三环京广路交叉口（客运南
站院内）。新址变更为郑州市二七
区航海路京广路交叉口西50米路
南（原客运总站院内）。新址变更后
新增业务：车辆年审、等级评定等综
合性能机动车检测业务。
郑州金象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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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公 告
侯瑞鹏，身份证号码4101211977****3032

以上人员存在长期旷工行为，已严重
违反单位劳动纪律等规章制度，且前期单
位已向其邮寄《限期返岗通知书》因无人
签收被退回。

现最后一次通知，侯瑞鹏，请于2021
年3月5日17：00前到荥阳市分公司报到
并工作。

如未按上述时间到上述单位报到工
作，单位将依据相关法律、制度等规定依
法与以上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荥阳市分公司

2021年3月2日 星期二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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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垃圾桶值得关注的不是去留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近日，家住郑州北区的市民发现，郑州
市惠济区的英才街上，有约一公里的路段（花
园北路至银通路）一个垃圾桶也没有，尤其是
公交站牌处，也没见垃圾桶。有的市民随手将
垃圾扔到旁边共享单车的车篓里。英才街其
余路段（银通路至文化路）虽然有的地方有，
但设置也不是很科学，人少的地方有，人多处
以及公交站牌处很多都没有垃圾桶。

各种城市公共设施里面，街头垃圾桶是
一个神奇的存在。虽然街头垃圾桶随处可见，
但存在感往往很低，以至于时常令人忽略了
它的存在，但它却总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让人
感觉“待到用时方恨少”。其实，这也正是街头
垃圾桶的价值所在——既应该尽可能和谐
地融入公共生活，不因造型突兀破坏街头整
体环境，也应该尽可能为市民提供方便，最大
限度地减少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

坦白说，这样的技术要求其实并不低。
和谐融入环境不难做到，现在的很多街头垃
圾桶，无论从款式还是从配色来说，都能给人
以美感，有些甚至充满了艺术气息，俨然街头
的一道风景线。相比起造型，街头垃圾桶能否
发挥实际作用，显然更值得关注，杜绝随意丢
弃垃圾现象，更不是街头摆上几个垃圾桶所
能解决的。究其原因，城市管理自当以方便市
民为己任，但是，公共管理中的“方便”毕竟是
有限度的，不可能也没必要处处与人方便、时
时与人方便。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能否忍一
时不便，考验着个人的文明素养和公共意识。

一公里的路段，说长不算长，说短其实
也不算短。关键在于，选取什么为参照物。坐

在车上，一公里一闪而过；走在路上，一公里
起码也要走上十几分钟。而街头垃圾桶最大
的作用，就在于方便行人。以此来看，这个没
有街头垃圾桶的路段，虽然谈不上什么大问
题，但多多少少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小麻烦。与
之相类似，在街头垃圾桶配置不尽合理的路
段，也难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提起街头垃圾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日
本和韩国，因为那里的街头都没有垃圾桶，但
卫生却保持得很干净。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确实有过找了一路垃圾桶，最终把垃圾带回
酒店的经历。正是因为那一次经历，我发现日
本街头几乎没有人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而
我无处丢弃的垃圾，正是一张吃过东西后擦
嘴的纸巾。换句话说，日本街头没有垃圾桶的
前提，是日本人很少在街头吃东西——这正
是产生流动垃圾的主要原因。但在习惯于拎
着包子、豆浆赶公交车的国内城市，完全取消
街头垃圾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难道要
大家把包装袋和纸巾都带到单位去？

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了论证什么道
理，只是想阐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公共管理
中，不仅应追求效率，更应该兼顾公众的生活
习惯与本地实际情况，这才是决定管理效果
的关键所在。方便与否，更多是一种个人感
受，对于习惯了随身携带垃圾袋的日本人来
说，即使街道上没有一个垃圾桶，他们或许也
感受不到“不便”。但对于习惯了随手抛弃垃
圾的人来说，多走上几步，或许就足以令其感
到不悦。现实生活中，街头垃圾桶旁边，往往
是城市污染的“重灾区”，不少垃圾桶旁边，都
醒目地遗留有各种垃圾。当有些人连扔垃圾
都做不到垃圾入桶的时候，如果全部取消街

头垃圾桶，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副模样？
实际上，虽然韩国也经常被引用为取消

街头垃圾桶的典范，但在近年来，韩国首都首
尔已经在街头重新放置了垃圾桶。这并不是
一种简单的“走回头路”，而是一种综合考量
之后的现实抉择，如果取消街头垃圾桶带来
的是巨大不便，甚至因此造成了乱扔垃圾现
象的蔓延，难免会意味着城市管理成本大大
增加，作出相应调整自然是在情理之中。说到
底，城市管理追求的不只是“美观”，同时还有

“方便”，而且在某些时候，如果“方便”需求得
不到满足，市容市貌往往会更不“美观”。

关于街头垃圾桶，《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规划标准》有清晰的技术要求，《郑州市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也有明确的责任划
分。问题是，这些标准和规定在实际应用中效
果如何呢？那些残破不堪，甚至垃圾满溢、污
水横流的街头垃圾桶，以触目惊心的形象告
诉大家，在某些路段，街头垃圾桶的健康状况
着实堪忧。相比起维护街头垃圾桶的健康，全
面取消街头垃圾桶似乎“一了百了”，但如果
公众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得不到根本性扭
转，如此做法难免会后患无穷。

从长远来看，全面取消街头垃圾桶或许
是一种趋势，但仅就当下而言，这一步显然不
应该迈得太大。保持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不
仅需要每一个人都努力提高文明素养和卫生
习惯，同时也需要城市管理循序渐进因势利
导。相比起街头垃圾桶的去留，如何科学设
置，引导市民分类投放，更应该成为关注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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