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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消费第九大街

新零售运营岗位职责：
1.制定微商城（小程序）平台规划和整体运营推广计划。
2.设计线上线下活动，利用新零售工具，依托对接线下资源，促使线

上线下联动，提升商城销售业绩。
3.负责新零售部门的人员管理，绩效考核，部门建设。
4.制定新零售部年度、季度、月度销售、利润目标计划以及市场费用

的全盘预算，并执行落地，保证销售业绩和发展规划最终达成。
5.熟悉微信社群、微信朋友圈、微博运营、各大论坛营销，新媒体广告

投放等营销推广，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网络营销推广工具，整合社交媒体
资源。

6.对移动互联网有深刻的理解，并对其发展及其趋势有较深入地认
知，思维活跃、具备创造性及逻辑思维能力，具有较强的产品、用户心理
分析的能力。

7.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任职要求：

1.有2年以上互联网运营经验，独立运营2个项目以上。
2.熟悉微信小程序、抖音、直播、微商城等新媒体渠道运营模式。
3.对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布局有深刻理解。

新媒体运营岗位职责：
小程序、抖音运营，小视频编辑，擅长线上移动互联网营销推广，懂

电商运营，性格开朗。
岗位职责：
1.撰写公司的活动方案、公众号软文、视频创作等；
2.参与活动策划、宣传品制作等公关活动；
3.新媒体运营数据整理和分析；

4.负责微信小程序、抖音、微博等渠道活动；
5.协助上级执行线上线下推广项目及活动；
6.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职位要求：
1.大学大专或以上，新闻、传播、广告、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优先；
2.有 3年以上新媒体运营、文案策划、视频编辑、直播等相关工作经

验优先；
3.对互联网操作熟练，熟悉使用办公软件，简单使用Photoshop、视

频编辑工具；
4.良好的文字功底，较强的网站专题策划和信息采编能力；
5.工作细致，耐心，有较强的抗压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具有团队合

作精神；
6.有同类行业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薪酬体系：
1.底薪3000+绩效+奖金+全勤+话补+交通补助等综合工资 6K~15K。
2.转正后享受健全的五险+完善的晋升体系+不定期的聚餐、旅游+

带薪年假。
3.作息时间：上午：8:30--12:00 下午：1:30--6:00。
4.周末单双轮休（大小周，单双轮休）/周末单休。
5.国家法定假日休息。
6.工作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凤台路凤凰城南城5楼D区29号。
联系电话：李经理13027711900
简历投递邮箱：137683782@qq.com
微信号：15136525365

郑州乐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招聘人数：10人 招聘岗位：新零售运营1人、新媒体运营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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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眼见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招聘人数：10人 招聘岗位：项目经理、U3D开发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产品在市场中的推广及客户关系的维护。
2.跟踪市场竞品变化，进行产品需求调研分析，把握潜在市场机会,

提供合理化的建议和方案。
3.参与公司产品对用户的培训、宣传及市场活动策划。
4.组织、协调和管理项目资源，保证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5.负责协调、组织解决项目实施中的所有问题。
6.完成上级领导分配的指标及其他工作事项。
7.根据业绩指标需求，开发并维护公司大客户，渠道及相关的业务。

任职要求：
1.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营销/教育技术/计算机类/互联网

或相关专业优先。
2.2 年以上教育行业销售经验、独立运营 100 万以上项目者优先。
3.对于客户需求能够给出简单的技术方案。
4.熟悉教育类客户所需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参数和使用。
5.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能够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可接受出差、外派。

U3D开发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1.熟悉U3D引擎架构设计，熟练使用U3D。
2.熟练使用U3D渲染并熟练运用U3D中C#语言撰写客户端代码，

熟练运用U3D中的模块和插件。

3.主要负责三维仿真项目、虚拟现实项目的系统逻辑、UI、网络服务
的程序开发和优化。

任职资格：
1.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
2.2年以上U3D开发经验，有中大型U3D完整项目开发经验者优先。
3.有三维仿真、VR/AR/MR开发经验优先。
4.热爱销售、愿意从事软件行业、有集成项目运作经验。

薪酬体系：
1.底薪3000+绩效+奖金+全勤+话补+交通补助等综合工资 6K~15K。
2.转正后享受健全的五险+完善的晋升体系+不定期的聚餐、旅游+

带薪年假。
3.作息时间：上午：8:30--12:00 下午：1:30--6:00
4.周末单双轮休（大小周，单双轮休）/周末单休。
5.国家法定假日休息。
6.工作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凤台路凤凰城南城5楼D区29号。

联系电话：李经理13027711900
简历投递邮箱：137683782@qq.com
微信号：1513652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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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郑州市东明路与郑汴路交
叉口御玺大厦 A 座七楼举行拍卖活动。 公开
拍卖：中原区西站路 1 号 10 号楼 1 单元 6 层
606 号、中原区绿东村 4 号院 14 号楼 3 单元 13
号房产 2 套；报废汽车 6 辆；字画、石头、红木
家具一批、烟酒一批；旧电脑、中央空调。

标的展示日期：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7698641326

河南省博文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拍卖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1Rmils345L1Gb
P9ANZqAw，提取码：8bzs，下载查阅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向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或建设
单位联系获取查阅。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可能受项目建设
影响的单位、居民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社会
各阶层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lzFPSzhalsCOVwvfYMtaxg，提取码：
a17p。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
过发送信函、邮件或其他便利的方式反馈与本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1）建设单位：柘城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工，联系电话：17337765990，电

子邮箱：siyueluenhui@163.com
单位地址：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远襄镇大

张旗村社区1栋 101室，邮编：476200
（2）评价单位：山东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0536-6232270，

邮编：262400
单位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昌盛街 66

号昌乐汽车客运站1号楼 5楼 507室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6月

22日至 7月 6日（10个工作日）。

柘城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柘城七场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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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广告资源价值，
河南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对所属大
广、京港澳、连霍等高速公路沿线部分广
告资源进行招商，欢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和良好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制度的企
业参与，详细招商信息请到招商人处咨
询。

咨询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中原路 93 号 408 室。
联系人：樊先生、王女士
咨询电话：0371--67166613

2020 年 6 月 29 日

招商公告

陈莹光、牛北平、姬东航、董红利、裴雷子、
王振、裴玉伟、高玉峰、王三红、张佳、张辉、
王亚辉、乔顺飞 周志超等十四位同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九条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经公司研究决定，公司与该十四位同志解
除劳动合同，特此通知。

义马豫西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8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令（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公众参与公示，本着依法、有序、公开和便利的原则，现对本项目征
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管城回族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
建设地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辰路与南四环交叉口向北 200

米路西
建设内容：本项目用地面积 18600 平方米，规划新建 1 处生活垃

圾分拣中心，总建筑面积 9000 平方米，主要包括：1.大件垃圾拆解
点；2.大件、园林垃圾协同资源化处理站；3.废旧织物贮存点；4.玻
璃废弃物贮存点；5.塑料废弃物贮存点；6.金属废弃物贮存点；7.纸
类废弃物贮存点；8.危险废物贮存点；9.综合楼。

主要工艺：废纺：卸料--消毒--分拣--打包--分类储存--分类
外运（少数成色好的衣物进行：清洗 --烘干 --熨烫 --整理 --捐
赠）；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卸料--分拣--打包--分类储存--分类
外运；废金属：卸料--分拣--打包--分类储存--分类外运（少数体
积较大者需进行剪切处理）；大件垃圾：卸料--人工分类及拆解--
破碎--磁选--分类储存--分类外运；园林垃圾：卸料--粉碎--储
存--外运；有害垃圾：卸料--分拣--分类暂存。收纳垃圾种类不包
含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1.报告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_y-a7gDQV231Ud-

aC2Qvw，提取码：ya2d
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联系评价单位和建设单

位。
建设单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李工，联系方式：16638073650
评价单位：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联系方式：0371-87565188
3.查阅期限：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鼓励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提出意见。

四、公众意见表下载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_y-a7gDQV231Ud-aC2Qvw（提取

码：ya2d）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本次公示的环境影响报告简本中所涉及内容的认识和

意见，可通过公布的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反馈。

电子邮箱：940874254@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2020 年 6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7 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
2020 年 6 月 22 日

管城回族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参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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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汛期降雨
强度加大，极易发生溺水事件。
荥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高度重
视，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要求辖区
学校把防溺水工作各项要求落实
到位，尽最大努力防止溺水事件
发生。（王冬丽）G

荥阳治安防溺水预警

新国标将实施 今夏空调要涨价？
空调新国标7月1日起实施，能耗准入门槛提高，“新一级”已成为部分品牌卖点

西瓜、空调、WiFi，对于很多人来说，这3样东西已经成为夏天的标配。
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完，市民们赖以“清凉一夏”的空调却迎来一件大事。从7月1日

起，空调新国标将要实施，这会对空调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河南商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河南商报记者 韩忠林 实习生 谢鹏 文/图

空调新国标将从7月1日起实施 能耗准入门槛提高

国 家 标 准 信 息 查 询 系 统 显 示 ，
GB21455-2019《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将于7月1日开始实施。

与目前使用的GB21455-2013相比，
新国标对空调能耗有更高要求。新国标最
大的变化在于定频、变频（转速可控型）空
调能效等级合并，由原来的三级变成五
级，而且能耗准入门槛有所提高。在即将
实施的新国标当中，单冷式空调制冷季节
能源消耗效率被分为了五个级别，最低的
五级准入门槛为3.50；热泵式空调全年能
源消耗效率同样分为五级，最低准入门槛
为 3.10。针对目前市场上最为流行的变
频热泵式空调，新国标还规定，其能源消
耗效率应该大于等于三级，其准入门槛提
高到3.30，能耗要求更高。

贴新能效标识的产品尚未在郑州全面铺开

有媒体报道称，新国标实施后，目前
市场上 40%的空调可能面临淘汰，2000
元以下的空调可能会消失。

河南商报记者探访郑州多家空调专
卖店发现，市场对新国标反应似乎有些
不冷不热。

在二七广场附近一家永乐电器商
城，尽管很多品牌空调正在搞促销活动，
但销售人员均表示，这些优惠与新国标
实施在即没有关系。

二七广场附近一家永乐电器商城
美的空调专卖店销售人员称，现在推出
一款张贴有新能效标识的空调。“这是

一款新品，推出还不到一周。”该店销售
人员介绍，空调售价 4000多元，“估计到
七八月份，张贴新标识的产品会大面积
铺开。”

在二七广场附近一家国美电器商
城，记者发现了一款三级能效的空调，按
照新国标，该产品是不“达标”的。“新国
标实施后，这些空调不会不让卖，肯定得
有个过渡期。”销售人员表示。

GB21455-2019 规定，虽然新国标
从 7月 1日开始实施，但此前进入市场
的空调，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可继续
销售。

更多财经资讯，
尽在“第九大街”

各大电商平台上“新一级”已成空调新卖点

河南商报记者在京东、天猫、苏宁易
购等平台发现，“新一级”俨然已经成为
空调新卖点。

所谓“新一级”，就是按照新国标，可
以算得上一级能效的空调，相对于现行
一级，要求更高，更节能环保。

例如，一家京东网店在售的小米互
联网空调A，便以变频“新一级”能效为
主卖点之一进行宣传。

客服人员称，该空调是今年3月上架
的，能耗符合新国标一级，价格只要2300
元左右。

另一家京东网店在售的一款长虹空
调，同样以“新一级”能效为主卖点，售价
只要2099元。

而在苏宁易购空调“新品首发”中，不
少空调都在显著位置体现“新一级”。这些
新品的价格从2000多元到5000多元不等。

新国标会带来空调成本上涨

河南省制冷学会理事宋新洲认为，
空调标准门槛提高后基本与欧盟、美国
等的准入要求相当。

他介绍，新国标对行业技术进步的
要求大大提高。例如，变频压缩机设计
方面的提升、风机效率提高等，能够促进
整个上下游企业的进步。

“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大幅提升。”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成建宏表示，空调新
国标必将推动整个产业能效水平提升。

“从技术上来说，采用新技术，应该

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成建宏表示，正
常情况下，提高能效一定会增加成本。
但定价是个复杂的事情，成本和价格并
不能完全等同，还需要看企业如何消化
掉增加的成本。

有的商家已经推出贴有新的能效标识的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