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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2 6579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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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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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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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易简丽家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鲁敏与

你方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20)
郑仲案字第0256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委(2020)郑仲裁字第0256号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洛阳市克轩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326MA9GFFAE9F，财务专用

章（章号：4103260041129）
丢失，声明作废。

●李秋珍(身份证号410728196
510192064)丢失河南一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房款

收据1张,收据号码00064591
金额150000元,日期2018年6
月13日声明作废。由此收据

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与河南一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南军旗房产证号为034393的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坐落山

城区红旗街物质实业有限公司

1#楼(4层东2户)本人声明作废,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声明人:南军旗2021年3月23日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鑫

鹏机械租赁部(92411000MA42
T1Y549)营业执照副本丢失作废

●田玉龙在郑州沐欣商贸有限

公司办理的两张编号(00037
10、0014706）的提货卡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体育分会使用的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款通

知书，票据代码:豫财410605,
票据批次:OA[2016],票据号:
001788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体育局使用的河南省

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款通知

书,票据代码:豫财410605,票
据批次:OB[2014],票据号:014
0521、0140522、0140525、0140
529、0140530、0140533、01405
35、0140536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体育局在原郑州市商

业银行商城路支行(现为郑州

银行管城支行)开立两个预算

单位专用存款账户,账号9952
80120101009656,开户许可证

号Z4910000035301,账号995
280120109011208,开户许可

证号Z4910000014501,两个开

户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新世纪量贩葡萄架乡

连锁店公章丢失，编号：41
02250011274，声明作废。

●郑州润达高温炉业元件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0
67587643G声明作废。
●禹王台区坤杰放心肉店遗失
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2
05MA447RR95R，声明作废。
●郸城县普济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城郊神康大药房张涛，执
业药师注册证遗失，注册证
编号411220160387资格证
书号：0130826，声明作废。
●王国飞遗失郑州兴联置业有
限公司郑市上街区新安东路
22号院11幢2单元1层102号购
房发票，发票代码4100164350，
发票号码03192694，金额3257
70元；购房合同，合同编号SJ
16002557058均声明作废。
● 公章作废声明
河南省经协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01055212069)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经协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4日
●新郑市龙湖镇瑞隆暖通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
0184600447438,声明作废。

●河南鼎诚能源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91411322M
A4500QC2X,声明作废。

●许昌中欣珍稀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

代表: 周建伟)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腾晟机械有限公司单位

公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2月18日河南省宏光天
地实业有限公司开具吕玄玄

发票总价 1824498 单价 20499.98
地址:郑东新区龙湖外环路东、

龙湖中环南路北、龙湖中环路

西、春雷路南3号楼2单元7层703
合同号:D21006500177首付款

554498.00 票号 05176852 客户

联遗失声明。

●2021年1月22日河南省宏光天

地实业有限公司开具吕玄玄

收据代收不动产办证费3号楼

2单元703，80元整，票号177
1360，客户联遗失声明。

● 遗失声明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国土资源

调查测绘队测绘资质证书(证
书编号为丁测资字4131487)
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特声明

作废。 2021年3月23日

●本人杨俊芳,身份证号410803
197206030522,不慎将河南朗

格置业有限公司入学承诺书
(客户联)原件丢失，入学承诺
书编号0003143，特此声明。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黄亚南
律师执业证（证号141012016
11172874）遗失，声明作废。

2021年3月24日 星期三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季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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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对噪音污染有明确防范和
管理规定，为何根治不了？

“所有车辆交通违法归交警。”昨天，
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对此，郑州市交警五大队相关负责
人说，针对像渣土车此类工程运输车，
不只晚上，白天也是一样治理的。大队
每天都有夜巡警力进行查处。经查阅
仅仅这个月就重点查处渣土车等工程
运输车违法行为近300起。

对于渣土车产生的噪音问题，究竟
谁来管？如何根治？

记者查阅2006年12月1日实行的
《郑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下称
《办法》）发现，其中关于“在用机动车辆
噪音排放”问题和“未经批准的偶发性
强烈噪声”问题，涉及的部门有公安、交
通和城管执法三家部门。

郑州市惠济区执法局曾对此回复
说，该局对查处环境噪声污染的权限，
严格按照该《办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
执行，即：在依法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区域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其
职责范围内，负责查处违反建筑施工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的行为。而市民反映的机动车辆产生
的噪音不在其查处范围。按照“法无授
权不可为”的原则，该局无法对机动车
辆噪音污染进行查处。

该《办法》第4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等部门根
据各自的职责，负责对机动车等交通运

输工具产生的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实施监督管理。

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
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声环境
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
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
向社会公告。

“重型车辆过境居民区都应该限
速、限鸣笛。作为交警部门，在此方面
是否有提示和管制？渣土车的载重标
准都是厂家根据燃油发动机的性能设
定的，改气后动力明显达不到需求，是
否应该降低载重标准？”市民杜先生曾
对此质疑。

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止办法》第6
条也规定了各级公安、交通等主管部
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对交通运输和社
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23日下午，郑州市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说，有关机动车乱鸣笛等交通违法
行为，交警可以采用声呐技术进行抓拍
处罚。但对于渣土车夜间行驶当中车
体产生的噪音问题，还不好判定，有可
能归其他部门负责。

“看似简单的渣土车噪音问题，其
实背后问题复杂。”市民杜先生说。

市民五问郑州交警

1.郑州市三环内和三环外的渣土
车准行时间段分别是啥？

答：郑州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说，根据《市环境攻坚办关于调整全市

渣土车运输时间的通知》（郑环攻坚办
【2020】30号）规定，全市渣土车采取分
区域按时段运输：郑州市市区三环内
（含三环）施工工地渣土车运输时间为
每日夜间10时至凌晨5时；市区三环外
全域施工工地渣土车运输时间为每日
早上9时至晚上5时。

2.就郑州全市范围来说，渣土车等
大型工程运输车的禁行路段都有哪些？

答：依据《郑州市环境保护局 郑州
市公安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
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关于市区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
（郑环文【2018】198号），未办理电子通
行证的渣土车全天24小时禁止驶入京
港澳高速以西、南绕城高速以北、西绕
城高速-郑云高速以东、北四环以南区
域内（以上道路均不含本路、区域内连
霍高速不限行）。全天24小时禁止驶
入北四环以南、东四环以西、南四环以
北、西四环以东区域内（以上道路均含
本路）所有高架路（含立交桥的二层、三
层）。

确需在禁行区域和时间内通行的
车辆（柴油车需达到国四及以上排放标
准），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办
理通行证件，并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行
驶。

3.15条严管示范路是否全天禁止
渣土车通行？

答：根据《市公安局 市城市管理
局 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严管
示范路秩序管理的通告》（郑公通
【2019】100号）规定，渣土车全天24小
时禁止在以下15条严管示范路通行。
因工程建设等需要，渣土车确需驶入严
管示范路、无法避开的，需经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办理通行证件，并
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行驶。

4.渣土车的行驶路线依据啥原则
划定？是否考虑避开居民聚居区？

答：渣土车的行驶路线规划原则，
一是在审核渣土车运输路线时，首先考
虑同时避开“九主六快”严管示范路和
群众反映噪声扰民集中的道路；二是对
不能同时避开的，优先考虑避开严管示
范路，准许渣土车在其他道路行驶；三

是对确需途经严管示范路的，准许其行
驶最短的距离。同时，路线是根据施工
工地和消纳场的位置来确定，全市几乎
所有道路均有居民区，在规定时间内，
渣土车通行按照均衡的原则，并非是只
让走某一条路而不走另一条。

5.日常郑州交警对渣土车等大型
工程运输车的违法行为如何排查整治？

答：执勤民警和电子抓拍设备对未
办理电子通行证或虽办理但未按照电
子通行证上所限定通行路线和通行时
间行驶的，采取现场和非现场处罚。

渣土车频频噪音扰民，何时能根治？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文 热心市民供图

（上接AⅠ·04版）

郑州15条严管示范路都有哪些？

结合郑州市道路交通的实际，列入
治理重点道路的15条严管示范路为

“九主六快”，具体为：
“九主”（九条主干路）
（1）金水路（河医立交桥环岛至中

州大道）
（2）花园路（金水路至农业路）
（3）嵩山路（棉纺路至淮河路）
（4）中原路（嵩山路至京广路）
（5）紫荆山路（金水路至陇海路）
（6）文化路（农业路至北三环）
（7）花园北路（农业路至三全路）
（8）金水东路（中州大道至东四环）
（9）迎宾路全段
“六快”（六条城市快速路）:
（1）农业快速路全段（瑞达路以西

的西下桥口至马庄街以东的东下桥口，
含高架桥、地面层）

（2）陇海快速路全段（西下桥口至
东下桥口，含高架桥、地面层）

（3）京广快速路全段（坡阳路以北
的北下桥口至南绕城高速以北的南下
桥口，含高架桥、隧道、地面层）

（4）中州大道（北四环至南四环，含
高架桥、地面层）

（5）郑开大道（东四环至万三公路）
（6）三环快速路（东三环、西三环、

南三环、北三环合围区内的三环道路，
含高架桥、地面层；不含三环合围区以
外的延长线）

昨晚8时50分许，郑州市英才街与茂源街交叉口处多辆渣土车呼啸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