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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启事
孟天喜，男，哑巴，1957 年出生，现年

59岁。陕西省商南县城关镇西关村小巷组
人。身高 1.7 米左右，头部有一处 5cm 疤
痕，右手中指断缺。2008年从商南县城去
河南南阳、郑州探亲走失至今未归。有知
情提供信息或将人送回者有酬谢。

联系人：孟先生
联系电话：15771881910
地址：陕西省商南县城关镇西关村寺

沟口小巷组

注销公告
河南爱的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七号店

（注册号 410611000009992）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
于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申利霞13663927588

注销公告
南阳天意爱府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2月 13日，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营业执照注销登记。请本公司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 系 人 ：王 炳 强 ，联 系 电 话 ：
18625673777。

南阳天意爱府服饰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30日

遗失声明
▲漯河市柳江医院职工姜娇娇的护士

证不慎丢失，编号为15178062，声明作废。
▲王潇敖，男，不慎丢失黄河科技学院

06级运动训练专业毕业证原件，证书编号：
118341201005000675，声明作废。

▲王子悦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M412211561，父亲：王建中，母亲：马小
灵，声明作废。

▲刘天运，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编
号：0034953；管理号：04342103404413544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云祥蛋糕店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10105600914141（1-1）]；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36062197712163035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工商咨询服务中心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副本（事证 141000000092
号）遗失，声明作废。

分类信息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年 9月 9日下午 4时在郑州市
经三路 15号广汇国贸 10楼拍卖位
于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 42 号之三
1006号房产，房产证号：粤房地权证
穗字第0150296469号，建筑面积约
114.02平方米。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
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于2016年 8月 12日在《河南日
报》发布的“国有企业资产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6]20 号），或登
录 其 网 站（http：//www.zycqjy.
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655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日

拍卖公告
豫拍[2016]第 083期（总 1297期）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来临，但
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有热
情，还要有方法。如何引导农民工返乡
创业，提高他们的成功率？8月31日和
9月1日，记者走访了业内相关人士，请
他们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出谋划策。

充分利用政策“红包”

“首先要了解创业政策，用足支持
政策，提高创业成功率。”省人社厅就
业办创业服务处处长郑文暹说，省政
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返
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各地也有相关扶
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比如创业
担保贷款、创业知识培训、优质项目扶
持资金等，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了解这
些政策，在遇到困难时就可以得到有
效帮助，获得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
的支持。

农民工要主动学习、了解政策，相

关部门也为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出了实
招。《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每个
县（市）都要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综合
公共服务中心，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开
辟绿色通道，提供注册登记、政策咨询
等“一站式”服务。到2020年，每年对
15万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和创业
辅导，力争使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
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返乡农民工都能
参加一次创业培训，提升创业能力。

“回乡创业一定要整合各种资源，
政策支持十分重要，要充分利用。”大
众创业导师、河南跨城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杜红超说，此外，还可以
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发起的众筹、农村
的专业合作社、商业协会等组织，汇聚
各方优势资源合作创业。

熟悉领域里谋发展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熟悉
的领域里却更容易掘金。

“在项目选择上，最好从熟悉的行

业做起。”郑文暹说，从大量创业成功
的例子看，农民工返乡后从事自己已
经熟悉的行业，有利于整合城乡资源，
少走弯路，实现快速稳步发展。

“选择创业项目最好能与本地优势
资源紧密结合。”郑文暹介绍，洛阳孟津
多位返乡创业者养牛获得成功，武陟县
返乡创业者赵作霖把山药种植与网络
营销结合起来，被网民亲切地称为“山
药哥”，都是把创业项目与当地传统优
势资源紧密结合的典型案例。

我省不少地方发展特色种养业时
间久、基础好，但农产品深加工行业还
比较欠缺，比如有的地方长年种植辣
椒却没有一家辣椒酱加工企业，大蒜
传统种植区却没有精深加工企业。杜
红超说，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眼界开
阔，可以从中寻找商机，推动当地农产
品深加工，促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解决好融资难题

资金问题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

问题。杜红超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也要注意解决资金问题，拥有足够的
资金，才能抢抓发展机遇，抵御风险打
击，实现可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受企业规模、信用条
件、农村房产无法抵押等限制，农民工
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即使得到贷款，资
金成本也比较高。

大众创业导师、洛阳启迪创业孵
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董飞认为，在
创业过程中解决融资难题有三种途
径：债权融资，包括贷款和小额担保
等举债方式；股权融资，在主流城市
非常活跃，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
已经较为普及；争取政府政策性扶
持资金。

董飞建议，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不
妨尝试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融资
难题。

“不少第一次创业的农民工缺少
创业能力，需要通过学习相关领域的
知识，提高关于创业方面的知识水
平。”董飞说。②8

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来临

想创业，咋样才能创成业？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杨喜喜）处暑已过，三秋生产日益临
近。9月1日，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
今年我省将组织 430万台（套）以上
农业机械投入三秋生产，推动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今年三秋生产我省农机部门将组
织430万台（套）以上农业机械，力争
玉米机收率达到75%左右，比上年提
高2个百分点；水稻机收率达到90%
左右，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小麦
机播率达到96%以上，进一步提高播
种质量；努力推进玉米秸秆还田，为农

作物秸秆禁烧提供支撑。今年我省安
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 15%用于农
机深松作业补助，确保完成农业部下
达的1100万亩深松整地任务。

“玉米是我省主要秋粮作物，抓
好玉米机收，对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至
关重要，全省要集中力量推进玉米机
收。”省农机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我省玉米机收驶入快车道，2015
年玉米联合收获机发展到 6.5万台，
玉米机收率达到73%，加上今年新增
机械，玉米收获机总量预计达 7 万
台，机收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9月 1日，记
者从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获悉，经过
近半年的谈判，国家将用于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的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
酯片，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吉非
替尼（易瑞沙）及盐酸埃克替尼（凯美
纳）这三种药品实行降价。我省也随
即采取相应配套政策，将谈判药品纳
入新农合报销范围。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是一项多赢
的、有意义的探索，旨在促成特定药
品进入医保目录，切实减轻患者看
病负担。本次纳入新农合的谈判药
品具体报销情况为：富马酸替诺福
韦二吡呋酯片，纳入新农合报销基

本药物目录；易瑞沙、凯美纳两种药
品纳入新农合门诊重大疾病救治范
围，补偿比例为 70%。在此基础上，
我省还通过与生产厂家进一步谈
判，将两种肺癌靶向治疗药物给予
配套买赠政策，具体情况为：购买易
瑞沙 8 个月（24 盒）后，慈善机构终
生赠药；购买凯美纳38盒后，慈善机
构终生赠药。

同时，我省还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各部门要规范管理纳入新农合门
诊重大疾病救治及门诊慢性病、特殊
病种补偿范围的贵重特定药品管理，
加强药品处方管理，实行特定药品包
装回收制度。③4

□本报记者 李林

8月 1日，河南省首家出租车约车
平台“郑州约车 95128”开始试运行。
一个月来，该平台运行情况如何？记
者通过采访调查了解到，相较于出租
车司机的热情加入，目前使用该约车
平台的乘客量还比较少，相关部门正
在进一步完善约车平台的服务功能，
以满足乘客更多的出行需要。

8月30日至9月1日，记者连续三
天分别通过该约车平台提供的电话、
APP客户端和微信等叫车方式乘坐出
租车，对10位司机进行了采访，其中有
9人下载了约车平台的APP。“大家的
积极性很高，希望多一种吸引乘客的

方式，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增加载客
量。”司机陈师傅说。

记者了解到，8月 1日平台试运行
当天，就有超过1万名出租车司机下载
了服务软件。目前这一数字已增加至
1.7万人，相当于郑州市约80%的出租
车加入了出租车约车平台。

与此同时，乘客对该约车平台的“热
情”并不是很高。9名加入约车平台的
出租车司机中，一个月内网上接单最多
的不超过10件，最少的仅1件。记者还
随机采访了20名乘客，其中在过去一个
月内用出租车约车平台约车1次以上的
有7人，约车超过3次的仅有1人。

不少乘客坦言，与滴滴、优步等网
约车相比，这个约车平台仅有约车功

能，没有赠券优惠，服务也不够丰富。
乘客们建议，该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平
台提供路况、附近消费、最佳路线等服
务，同时可以提供出租车驾驶员的更多
信息，提高乘客对出租车的信赖度。

不过，对出租车推出自己的网上
约车平台，各方总体还是给予肯定的
评价。郑州市出租汽车协会一名负责
人表示，约车平台有利于出租车队伍
的规范管理，有助于社会窗口行业提
升形象和提高品质。乘客王鑫告诉记
者，她几天前在夜间拨打约车平台电
话及时将家人送至医院就诊，切实感
受到了约车平台的便利和可靠。“深夜
电话叫车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出
租车是有政府部门管理的客运队伍，

更让人放心。”王鑫说。
郑州市出租车电调中心是打造全

省首家出租车约车平台的幕后“中
枢”，每一条约车信息与数据都在这里
调配对接、发送实施。据该中心负责
人介绍，从 8月 1日试运行至今，下载
约车平台APP乘客版的用户超过6万
人，约车乘客超过3.7万人。

“对于乘客版的下载数量，我们期
待的是10万人，目前距离这个数字还
有一定的差距。”该负责人说，他们正
在采取措施，让出租车约车平台发挥
更大作用，比如已经开始的“智慧约车
站牌”的建立，就是通过在酒店、商场、
大型社区等公共场所建立固定的约车
点，方便市民出行。②7

本报讯（记者 董娉）9月 1日，记
者从郑州铁路局获悉，经过5天的调
试运行，郑州铁路局管内平顶山西站
计算机联锁换装设备运行稳定。这
代表着，郑州局管内京广线与焦柳线
的连接通道——孟（庙）平（顶山西）
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全线顺利开通，郑
州局管内干线铁路也全部实现复线
运营。

据悉，孟平铁路是京广线与焦柳
线的重要连接通道，也是我省中南部
地区重要的煤运通道。增建二线工

程位于我省中南部，东起漯河市，自
京广铁路孟庙站引出，向西进入平顶
山市，接焦柳线平顶山西站，线路全
长 99.325公里，工程自 2015年初动
工建设。

孟平铁路建设之初为单线铁路，
随着当地经济发展以及京广、焦柳线
货物运输需求增加，增建二线势在必
行，该项目属于我省与中国铁路总公
司战略合作项目。据了解，增建二线
工程的全线开通，可提升当地运能三
倍以上。③4

郑州出租车约车平台“满月”

司机热情高 乘客有点少

430万台农机备战三秋生产

三种国家谈判药品
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

孟平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全线开通

我省最后一条干线铁路
成功“脱单”

8月31日，濮阳县五星乡葛丘村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作业。该
县利用植保无人机对玉米、大豆等秋作物喷洒农药，以达到防病、防虫的目的，
确保秋粮丰产丰收。⑨1 高林 摄

9 月 1 日，乘客乘坐
196 路纯电动公交车出
行。从8月26日起，郑州
公交二公司 196 路公交
线路延长至黄河岸边花
园口村，20辆新进的纯电
动公交车上线为乘客服
务，成为郑州市首条纯电
动公交线路。据悉，这种
新能源公交车采用高能
量锂电池，充电1-2小时
可行驶约 150公里,且行
驶时可以做到零排放和
低噪音。⑨1 何楠 摄

8月 30日，孟州市化工镇“金
果果”种植合作社社员正在采摘
秋梨并装车。该合作社 3000 余
亩秋梨进入收获期，160 余户社
员穿梭采摘，画出一幅“梨园硕果
压枝头，社员笑脸迎丰收”的美景
图。⑨1 王铮 张泽斌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 31日
至 9月 1日，来自全国图书馆界的近
500名代表相聚郑州，在中国图书馆
学会第二届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
务论坛上，围绕“阅读与成长”这个主
题，探讨怎样运用新的理念、模式、方
法，全面提升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
务水平，让孩子爱上阅读，让书香更
好地滋养孩子的童年。

论坛上，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与河南博物院共建“历史教室”、创新
服务方式的探索引起了代表们的关
注。我省是人口大省，2200万少年儿
童是省少儿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我省
又是文物大省，在全国文博系统具有
举足轻重地位的河南博物院是我省青
少年历史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二者共
建“历史教室”，为小读者提供了多元
化的文化服务，构建了以5—6岁儿童
为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与博物馆合
作开展历史知识教育的新模式。自

2014年 5月正式开放以来，“历史教
室”开展活动近200场，有近7000名
小朋友参与，已成为该馆的服务特色
和亮点之一，深受孩子们喜爱。

其他省市的图书馆也有不少经
验之谈。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
图书馆的共享阳光残障人读书会，以
阅读疗愈理论为依据，在丰富残障儿
童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他们拥有健
康的心理，更好地融入社会。读书会
还邀请医学界、心理学界专家举办讲
座，关爱残障儿童的心灵健康。张家
港市在全国首推分级阅读推广活动，
针对少儿阅读精准定位，科学设计了
以培养阅读行为为重点的0—3岁婴
幼儿的“宝贝启蒙”启智行动、为以后
进行文字阅读打基础的3—6岁幼儿
的“幼儿启智”行动、以激发阅读兴趣
为重点的小学生“乐读童年”行动、以
加大阅读量为重点的中学生“喜阅青
春”行动。②40

全国图书馆界代表相聚郑州探讨“阅读与成长”

让书香滋养孩子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