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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涌入摆摊，满地垃圾，未正式交付管理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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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一早，记者再次来
到青少年公园，只见昨晚摆摊的
附近，草坪被垃圾侵占，各种一
次性的碗和饮料瓶子躺在绿化
带里。保洁人员正拿着编织袋，
弯腰一个一个地将垃圾拾起。

“我在一块草坪拣出来5编
织袋垃圾”，一名保洁人员告诉
记者，自己不是专职保洁，而是
公园施工方工作人员，因公园还
没交付，所以，他们临时负责公

园养护工作。
另一名工作人员说，“摆摊

的我们也撵，但是撵不完，这边
撵走了，那边又过来了。城管也
来过，但城管一来小贩就跑了，
城管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这儿
啊。”

随后记者联系到公园施工
方负责人朱经理，据介绍，目前
公园暂未正式开园，预计10月
1日才正式交付。朱经理称，因

公园还在建设阶段，配套设施、
保安、保洁都没有，所以出现了
垃圾满地、商贩占路经营，车辆
在公园内随意行驶等情况。“过
几天会在各个路口加装80厘米
高的硬隔离，加装之后，只有行
人、残疾人车、婴儿车可以进入，
其他车辆禁止入内，可以缓解目
前公园里小摊贩三轮车横行占
地情况。”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郑
州市农业路天明路附近的青少
年公园，晚上不少小商贩在这里
摆地摊，并且在制造大量的垃圾
后扬长而去难以清理。

9月11日晚，记者来到该公
园探访，在天明路上，公园外部
黄色围挡还未拆除，公园照明也

暂未启用，晚上黑灯瞎火，而公
园内却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除
前来散步、跳广场舞的市民外，
还有不少是卖烤串、零食、服装
的小商贩，公园竟变成了夜市。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商贩
自己打着灯，在草坪前摆起了地
摊，连绵长达百米，而摆摊产生

的垃圾，如食物打包盒、塑料袋、
竹签、用过的卫生纸等垃圾，全
部被扔在了地面、草坪甚至是绿
化带内。

虽然夜市是城市独特的烟
火气，但烟火气倘若成了乌烟瘴
气，就令人闹心了。

好好的公园变成了夜市？

夜晚有多热闹，清晨就有多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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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二级市政工程公司寻合

作伙伴 13838011117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江水宾馆有

限公司，注册号 4101921000
30924，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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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陈菁1398612号契税完税证办

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中圆大药房有限公司

郑州郑密路店药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豫 CA37108032）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柘城县邵园乡马园村

卢东组卢红军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证号: 豫(20
16)柘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第 023167号，声明作废。

●刘宁辉,身份证号码:410321
19800228052X 购买偃师亚

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期

3-2-103按揭款收据遗失,收
据编码 1867180,金额 2000
00元整,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979896，姓名为耿

嘉泽，出生日期2017年10月1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R410146015,彭湖湾，出

生日期 2017年 6月 27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罗瑞红不慎将长垣建业

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开具的长

垣建业森林半岛三期 17-2-21
101号房款收据（金额 174444
元、编号 1613692,金额 5000
元、编号 1614415）,暖气初

装费、燃气初装费、有线电

视初装费、办证费的收据（

金额 10838元,编号 1613807）,
维修基金收据（金额 6897元,
编号 1613666）遗失,声明作废。

●刘道坤,王冰心购买河南中诚

世家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凯

旋城小区 52-1-1001室收据

丢失,收据号 5727808收据日

期 2018.05.9日,首付款金额 1
61000元,其他费用收据号 57
27793金额19630元.声明作废。

●编号P410228102，项昱锟，出

生日期2015年2月24日的巜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李婳祎（2014年 7月 17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O411200957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姜键宁 (4101811988012385
18)与巩义市富达轿车出租有

限公司 2021年 5月 10日签订

的豫ATB850车合同书不慎丢

失,因合同上有押金壹万元整,
现声明该合同押金丢失作废。

●本人于锴不慎遗失郑州豪森

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票号

为0000000000004676，金额为

2500元的移动POS押金收据；

票号为0000000000004599，金
额为3000元的电费押金收据，

票号为1728542，金额为11000
元的履约金押金收据，票号为

1728389，金额为10000元的质

保金收据，现声明收据原件作

废，不作为退押金依据。

●景大辉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

编号 410000380448,声明作废。

●豫(2017)新郑市不动产证明

第 0068653号预抵登记证明

丢失,抵押权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新区支行,抵押

人:王金梁,声明作废。

●刘玉姣丢失许昌潩水新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流水

号 0259032,金额 20000元,票
据流水号 0259421,金额 20000
元的收据两张特声明作废。

●谢春凤，身份证号410104
195402091049，2018年 3月 29
号购买深圳前海龙骏家

园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休闲养生家园欣享卡的全套

资料不慎遗失，欣享卡号是

09668，金额是壹拾万元整。

声明作废。 声明人谢春凤

2021年 9月 14日
●编号Q410761218,姓名杨欣

妍,出生日期2016年10月29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省万力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河南鑫苑广晟置业有限

公司的郑州鑫苑城九号院商

业空调系统采购、安装工程，

我单位已施工完成，需退回保

证金。于2019年04月13日缴纳

投标保证金 30000（大写人民

币叁万元整）收据原件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事业单位注销公告
根据《郑东新区管委会关于规范设置疾控机构的通知》（郑东文

〔2020〕84号），撤销郑州市郑东新区卫生监督所（郑州市郑东新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事业单位建制。原郑州市郑东新区卫生监督所（郑州市
郑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属人员编制、资产、债务、净资产、账务及
其他未尽事宜继续由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管理，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现拟于2021年9月16日向郑
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

2021年9月14日

关于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和非公路标志标牌的公告
为确保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清理工作有序开展，最大

限度减轻广告设施清理工作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的不利影
响，进一步减少高速公路沿线安全隐患，打造“畅通、安全、绿
色、舒适、美丽”的高速公路行车环境，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21〕28号）、驻马店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驻马店市清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驻政办明电〔2021〕32号）有关要求，驿阳
分公司联合驻马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驻马店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在新阳高速、许广高速管辖范围开展清
理高速公路沿线广告设施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清理范围：新阳高速K0—K172+21、许广高速K102+
105—K170+400区间，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沿线广告设施和
非公路标志标牌。
二、清理期限：202l年9月21日前，广告设施和非公路标志标
牌权属单位要主动按要求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一律按
照无主物处理，驿阳分公司将于202l年10月22日前组织拆
除。在拆除过程中，对妨碍工作人员履职，影响拆除工作的，
视情节将移交公安机关审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6-3337300

2021年9月14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 9月21日

上午10:00时在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公开现状拍
卖旧钢筋头一批。
详情咨询：0379-63120370

13937959490
展样时间：2021年9月13日－9月20日
展样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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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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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公园绿化带里遍布摊贩丢弃的塑料袋、竹签、
用过的卫生纸等垃圾

郑州青少年公园变身夜市摊？

“好好的公园
咋就成垃圾场了？小贩

进来没人管，晚上全是地
摊儿，你瞧这一地垃圾，看
着就糟心。”正在青少年
公园晨练的张大爷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