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康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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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稳了
全国11部门联合发文:抓好冬春蔬菜生产，保供稳价

今年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
发，对此，《通知》中指出，要及早
制定应对“拉尼娜”防灾应急预案
和病虫防控方案，做好化肥农药
等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加强分
类指导服务，提高蔬菜产量。要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严把投入品

源头关，大力推行科学用肥用药，
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落实农批
市场入场查验和食用农产品销售
者进货查验要求，保障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

此外，要加强蔬菜生产、市
场、储备等信息监测调度，适时发

布产销信息，搞好产销衔接，落实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
策，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防止出
现卖难和断供。要加强部门协作
和宣传引导，确保蔬菜等“菜篮
子”产品供给安全，维护正常社会
秩序。

为切实保障今冬明
春特别是元旦春节、冬
奥会及全国“两会”期间
蔬菜等“菜篮子”产品市
场供应、价格平稳，近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
总局、中国银保监会、中
国证监会等11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切实抓好冬
春蔬菜生产 确保“菜篮
子”产品保供稳价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部署蔬菜等“菜篮子”产
品保供稳价工作。

“菜篮子”的市场供应是直接
关系着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民生大
事，大河报·豫视频记者从《通知》
中获悉，《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地
方属地责任，将做好今冬明春蔬
菜等“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作为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的重要
内容，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
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
全等各项工作。要稳定提高蔬菜

自给能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确保菜地面积稳定、质量
不断提高。要强化蔬菜应急生产
和供应能力，制定完善本地区蔬
菜生产和市场供应的应急预案，
保障市场供应平稳、价格基本稳
定。

在分区分类抓好冬春蔬菜生
产方面，“南菜北运”基地要充分
发挥冬季光温优势，挖掘冬闲田

资源，因地制宜扩大冬季蔬菜生
产，增加对北方地区的调出量。
北方的蔬菜主产区要稳定增加日
光温室、塑料大棚等设施蔬菜生
产面积，增加冬春地产鲜菜供应
量。大中城市要提早研判自然灾
害和突发疫情影响，提早安排速
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
加上市量。

提早安排速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加上市量

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

因疫情暂停营业，营业执照不注销可以吗？
开网店容易吗？店主们看这里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康亚飞

今年的“双11”已鸣
金收兵，结合今年以及
往年数据来看，各路电
商、网红达人、带货主播
通过在网络平台开设店
铺赚得“盆满钵满”，不
少人也因此萌生出开网
店的想法，那么，开一家
网店容易吗？通过网络
平台卖货需要进行登记
吗？因疫情想暂停营业
两年，店铺营业执照不
注销可以吗？大河报·
豫视频记者通过国务院
客户端政策问答平台获
悉了相关答案，有需要
的店主、准店主们可转
存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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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吕高见 文图

“历经20多天，终于解封了！”经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
意，自2021年11月24日0时起，对荥阳市贾峪镇全域解除管控。自此，全
市封控区、管控区全部解除。

贾峪镇全域解除管控后有哪些变化？商超、餐饮企业啥时候开门营业？
市民正常生活何时能够全面恢复？

11月23日23时30分许，大
河报·豫视频记者赶到了陇海西
路和新田大道交叉口西南角，这
里是进出贾峪镇的重要疫情防控
卡点，其他进出贾峪镇的道路大
多封闭，禁止人员和车辆通行。

记者注意到，现场仅留一条
通道，一侧摆放有多个反光锥筒，
供车辆通行，有几名交警在值守。

从该交叉口向南方向，路边停
放有多辆私家车，排起的长队足有
200多米远，在等待驶出贾峪镇。

“马上全面解封了，很开心，
也很激动。”排在最前面的车主邓
先生坐在驾驶位置上，脸上透露
着喜悦。他在碧桂园上班，准备
返回郑州市区北三环，得知贾峪
镇要全域解封的消息后，就早早
地开车来到了陇海西路和新田大
道交叉口，排队等待凌晨解封，然
后第一时间赶回家。

邓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此等
了一个多小时，很幸运是第一辆
车，也见证了全面解封这一幸福

时刻。此前在贾峪镇隔离了20
多天，孩子老婆都在家里，特别想
他们，刚才还在视频。

当日23时 50分许，上述交
叉口北向南方向，防控卡点工作
人员开始放行，车辆不需要任何
检查即可正常通行进入贾峪镇。
11月 24日 0时许，现场记者看
到，一名交警把部分隔离锥重叠
摞到一起，另一名交警发出“放
行”的手势后，车辆陆续向北开始
驶离。

◆现场：
进出贾峪镇车辆都在排队等待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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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减”政策

以及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
要求，郑州市优实力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教民 141010270004109
号）现声明变更原许可证性质，

注销原证前学校所有财产已

按顺序清偿完毕，无债务债权
问题，学生已妥善安置。
联系人：赵子伟
联系电话：13653825687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声明

●王家明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
学号201924100637,声明作废。

●河南环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原公章（编号：4101
055125778）遗失，声明作废。

●杨占礼,郑州市卫生学校卫生

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豫教中专

毕字(86)001643号，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舒美保健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5M
A43TU6Y37遗失,声明作废。

●解艮宝警官证（警号100303）
丢失，声明作废。

●宣萱将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

司正弘豫园一区负一层B066
号车位发票不慎丢失，发票

代码041001900105发票号码

02518876发票金额180000元
（壹拾捌万元整），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金水源街道郭家

咀村五组张福娣身份证号410
112195212041120与郑州市二

七区合村并城项目拆迁协调指

挥部签订的078号拆迁住宅房产

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本人手中

红联丢失,声明原协议红联作废。

●河南两化贯标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

法人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王雷位于巩义市紫荆路西学

院路北8号楼1单元12层1202
号房产的预告登记证明丢失，

编号豫(2017)巩义市不动产

证明第0001627号,声明作废。

●张花利医师资格证书（编码20
1641241410782197812084280）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24141010
3000090）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2110736姓名：

王一诺，出生日期2017年
10月20日21点21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T411389992，姓名

为马珞祎，出生日期为201
9年12月21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作废。

●何晓敏遗失郑州百荣世贸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据的临建

经营保证金票据一张，票据

编号0147103，开票日期20
17年4月25日，金额5000元，

声明作废。

●郑州市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0096938617G）营业执照副

本（3-3）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豫江情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05
47211455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县訾宸餐馆(注册号4110
23620251564)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

编号JY24110230007593)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喜旺轮胎销售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关幼儿

园在郑州银行管城支行预留

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11月 24日上午，记者在贾
峪镇走访发现，沿街商铺部分已
开门营业，有的还正在做营业前
的准备工作，逐渐恢复了烟火气。

在马米路沿线，记者看到，路
上车辆多了起来。两侧有商贩摆
满物品，正在当街售卖，陆续有市
民前来购买。

在马米路附近马寨镇一家加
油站洗车处，大量私家车排队等

候洗车。记者了解到，部分均是
来自荥阳的车主。

一名驾驶员告诉记者，之前
因为管控车辆很脏无法清洗，现
在总算解封了，加完油同时再洗
一下车，很方便。不仅洗车行生
意火爆，就连附近超市人也很多。

走访中记者发现，进出贾峪
镇路口疫情防控卡点，大部分已
经取消，人员和车辆可自由通行。

只有郑州科技学院旁的一条
马寨镇连接贾峪镇道路仍未开
放，靠近学院路同兴街交叉口处
有围挡和一堵墙挡着，市民途经
此地时只好绕行其他路段。

“终于等到解封，又可以上班
赚钱了。”当天记者走访中，很多
市民表示，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很
开心！

11月24日，记者从荥阳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自11月24日0时起，取消贾峪镇疫
情防控道路交通卡点，恢复人员正常
流动。

恢复客运班线、城市公交、城乡
公交、出租车（网约车）运营；驾驶员
要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对车内外
进行消杀，乘客乘车必须扫健康码、
全程佩戴口罩。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按照行业疫情防控要求，餐饮行
业开放堂食服务，公共浴室、美容美
发场所、文化娱乐场所、电影院、托
幼机构等恢复经营，非生活必需类场
所可有序开展经营活动。

景区、养老福利机构、监所、宗教
场所、陵园等机构和场所按照行业疫
情防控要求，在落实好防控措施条件
下，有序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荥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于恢复堂食专门发布《致广
大餐饮服务单位的一封信》，要求各
餐饮服务单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加
强通风消杀，合理设置等待区、点餐
台，保持一米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做好员工管理，避免交叉感染。

◆沿街商铺开门营业，
有疫情防控卡点仍未取消，市民纷纷绕行

◆恢复人员正常流动，
非生活必需类场所可有序开展经营活动

昨
日
凌
晨
荥
阳
市
贾
峪
镇
全
域
解
除
管
控
，大
量
私
家
车
排
队
等
待
通
行

答：电子商务经营者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依法不需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

在短视频类平台卖货，需要营业执照吗？问问

答：个人通过网络从事保洁、洗涤、缝纫、理发、搬家、配制钥匙、管道疏通、家电家具修理修配等依法无
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依法不需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

通过网络接单，需要注册成个体户吗？问问

答：个人从事网络交易活动，年交易额累计不超过10万元的，依法不需要进行市场主体登记。同一经营
者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设多家网店的，各网店交易额合并计算。个人从事的零星小额交易须依
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赚外快，用办市场主体登记吗？问问

答：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情形外，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依
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
认并当场登记。不能当场登记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情形复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再延长3个工作日。

开设一家网店，办理市场主体登记需要多久？问问

答：仅通过网络开展经营活动的平台内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可以将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为
经营场所，将经常居住地登记为住所，其住所所在地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为其登记机关。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仍按照既有规定办理登记。

只开网店，没有线下经营场所，还能办理登记吗？问问

答：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
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歇业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

因为疫情原因，网店准备暂停营业两年，营业执照不注销可以吗？问问

答：市场主体未发生或已清偿债权债务、职工工资、社保费用、应缴税款等，书面承诺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并按规定公示的，可按简易程序办理注销，其中个体工商户无需公示。

关闭私人网店，注销麻烦吗？问问

路边商贩正在销售水果 贾峪镇部分沿街商铺已开门营业

进出贾峪镇疫情防控卡点，车辆在排队等待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