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5月1日，郑州市停止为市区内摩托车注册登记。

2007年11月15日起，郑州市区107国道以西、西绕城公路以东、连霍高速公路以南、南
绕城公路以北（以上均不含本路）的区域，一律禁止摩托车上路行驶。

2012年9月20日，郑州市政府通告，禁止摩托车在郑州市限行区域通行。

2015年8月1日，郑州市四环内禁止没有绿色环保标志的二轮摩托车、
三轮摩托车通行。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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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根据河南长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 7

月 9 号股东会决议，河南长金医药物流有限公
司拟派生分立为河南长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和
河南德欣康医药有限公司。分立前河南长金医
药物流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
币，分立后河南长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4900万元人民币，河南德欣康医药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分立前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河南长
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承担，河南德欣康医药有
限公司按照其分配的注册资本承担连带责任或
由河南长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另行签
订债务清偿协议。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对自
己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在此
期间内没有通知本公司的，将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胡睿
联系电话：18903858918
地址：郑州市航海东路1319号 8层 21号

河南长金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3日

减资公告
河南贞一洁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4MA4
65E873J）即日起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减少为 100 万元，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司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要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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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中诚世家
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新乡中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下列相对应的公司或
个人。自 2020 年 7 月 8 日起，请下列表中债务人、担保人向
下列表中相对应的债权受让人履行合同义务。特此通知各
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特此公告。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

债权受让人

河南中诚世
家置业有限
公司

债务人

新乡市飞跃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债权金额

6047205 元

担保人

河南省益仁堂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新乡市邦达
置业有限公司、孔玮、王
克生、贾洋秀、张印、邱
富强、张卫霞、黄守家、
贾洋喜、王国际、崔国玲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
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
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如下：
https://pan.baidu.com/s/1_WUAgi3NNGmK_qAyuPItSg，提取码：702o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查阅联系人：孔先生，联系电话：

15090178129。
纸质报告查阅地址：洛阳市嵩县大章镇嵩县金牛尾矿有限责任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

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SXKHJ2006@163.com
信函邮寄地址：洛阳市嵩县大章镇嵩县金牛尾矿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孔先生，联系电话：15090178129。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截止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嵩县金牛尾矿有限责任公司

嵩县金牛尾矿有限责任公司黄龙凹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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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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郑州将解禁摩托车？没有的事
郑州交警称，暂未接到市区解禁摩托车的通知，驾驶摩托车在市区行驶仍会被查处

近日，网络传言郑州“禁摩令”因为期限已
到，骑摩托车上路即便被交警查到也不会扣分。

对此，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予以辟谣：暂
未接到解禁“禁摩令”的通知，对于摩托车在郑
州市区上路的情况，交警仍会依照违反“闯禁
行”的规定予以查处。不过，一线执勤交警坦
言，对于证照齐全的摩托车，大多是不会予以处
罚的。

河南商报记者 高鹏

郑州解禁“禁摩令”？交警：未接到解禁通知

“郑州‘禁摩令’10年期限已到，是否已经不再禁止
摩托车通行？”连日来，许多网友在朋友圈或者贴吧内讨
论郑州“禁摩令”到期将解除禁摩的消息。

网友口中的“禁摩令”，源于郑州市政府 2010年公
布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摩托车电瓶观光车三轮
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畜力车人力架子车在市区限定区
域内行驶的通告》（简称《通告》）。

前不久，曾有网友留言咨询，该《通告》是否已经失
效，2020年 5月 27日，郑州市司法局回复称，该《通告》
现已废止。具体原因为《通告》是2012年郑州市开展对

“七类车”的专项整治而发布，该工作已结束。

不过，这并不代表“禁摩令”已经取消。需要提到
的，是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郑州市城市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 26条明
确，禁止拖拉机、摩托车（依法执行公务的除外）、低速
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车、人力架子车、
畜力车在城市建成区道路上通行。这，才是“禁摩令”
的由来。

7月10日，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河南商报记者，目前未接到郑州市区“不再禁摩”的通
知，“如果有摩托车在市区上路行驶的话，交警仍会依照
违法‘闯禁行’的规定予以查处。”

虽有禁令，但郑州市内仍有摩托车上路

按照《条例》第 52条规定，若摩托车在城市建成区
道路上通行，交警可对摩托车驾驶人处以 200元罚款。
此外，根据郑州“闯禁行”的规定，驾驶摩托车在城区内
行驶会被罚款100元、记3分。

虽然郑州明令禁止摩托车在城区通行，但仍挡不住
一些摩托车上路的现实情况。

7月 10日下午 5点多，在伏牛路汝河路口附近，河
南商报记者遇到了一辆上路行驶的无牌摩托车，摩托车
上载有一男一女。“感觉现在市区的摩托车挺常见，很多
都上的豫A牌照。”市民邓先生说。

豫A牌照的摩托车，都来自郑州周边各个郊县。
赵先生身边有朋友是摩托车发烧友，前不久，他在

登封市考取了摩托车驾照（D证），并为摩托车上了牌

照。“和考汽车驾照类似，正常经过科目考试就能拿证。”
赵先生说，根据自己平时骑摩托车上路的情况
看，交警查处的概率不高。

“日常执勤中遇到摩托车上路的情况还是
不少的，有增多的趋势。”郑州一位一线执勤交
警坦言，如果摩托车悬挂有牌照，且
车主有摩托车驾驶证、行驶证，一般
不会予以处罚。

不过他提到，像有的摩托车
没有牌照或证件
不全，驾驶员没
戴头盔，是会被
处罚的。

伏牛路上，一辆无牌摩托车正在行驶 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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