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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 2月 20日 10时起至 2021年 2月 2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
位于新乡市金穗大道东段蓬莱华府 2号楼 5层
02号（合同编号：2011-008090)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
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
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2021年2月15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
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河大东路大宏世纪新城2
号楼1单元5层东户（不动产权证号：20180042
455号）的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
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
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2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月28日10时起至2021年1月2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
双湖大道南侧21世纪国际城E区02号楼4单元6
层601（权利号码：1501018980）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
知案件当事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
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2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 院 将 自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 起 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惠济区
英才街 11 号 10 号楼 2 单元 5 层 21 号进行
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
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1 年 2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1年 2月 16日 10时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
C57W97 的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月 12日

拍卖公告

建业•辰合学府项目位于滑县文明大
道与珠江路交叉口东北角。项目总占地面
积 65856.1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69077.97
平方米。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投标资格要求如下：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

预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21年 1月 14日~2021年 1月 20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

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务东

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厦 1221 房间（通过
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68085285
招标人：滑县辰合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837282867

滑县辰合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4日

招标公告董兰英、孙灿伟：
本院执行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聚

源路支行申请执行董兰英、孙灿伟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191执恢
1721号评估报告及异议通知书。评估报告如下：被
执行人孙灿伟名下豫KCW760北京现代牌小型轿
车一辆，评估价值为57778元。如果对上述估价报
告有异议，应在收到该估价报告之日起五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我院提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未提出异议或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
依据信则评报字【2020】第018号估价报告对查封的
车辆进行处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3日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2月1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2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A21XN7
奔驰牌商务型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
见网址：http://sifa.jd.com/2238，部分页面上法院简
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
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
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拍卖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简单来说，核酸检测的物质是病毒
的核酸。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性疾
病门诊护士长刘静介绍，新冠病毒感染
人体之后，首先会在呼吸道系统中进行
繁殖，通过检测痰液、鼻咽拭子中的病毒
核酸可以判断人体是否感染病毒。

常规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样本类型
包括：咽拭子、鼻拭子、痰液、支气管灌洗
液、肺泡灌洗液等。咽拭子是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常用的一种采样方式的样本类
型，指采核酸时，用拭子在人员咽部进行
采样。

郑州哪儿能做核酸检测？费用多少？哪些人需要检测？如何获取结果……

关于核酸检测 最全指南来了
往年此时，我们都在抢回家

过年的票，但今年，疫情防控的动
态牵动着大家的心。连日来，多
地陆续发布通知，倡导在外务工、
求学等人员非必要不返乡，就地
过年，还有部分地区要求，从低风
险地区返乡也需持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那么问题来了，确实有返乡、
出行需求的人，在郑州怎么做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有哪些流程？
多久出结果？

带着大家的问题，河南商报
记者走访了郑州多家医疗机构检
测点。

河南商报记者 王蒙

“你来做核酸检测的原因是？最
近一周有过发烧吗？从哪里返郑？乘
坐车次是……”

1月13日一早，市民谢先生来到郑
州市中心医院准备进行核酸检测，工
作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流调登记。

上周，谢先生因商务工作到北京
出差，途中一直戴着口罩，并做好了个
人防护。回家后，新闻报道北京新增
一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于是他
赶紧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检查一下比较安心，而且速度很
快，从家直接来到采集处，几分钟就搞
定了。”谢先生说，当下午查到检测结
果为阴性时，他也就放下心来了。

“除了设有常规核酸检测门诊，医
院还设有发热门诊，供中高风险地区
返郑人员和有发热症状人员检测。”感
染性疾病科工作人员告诉河南商报记
者，一般上午来检测，当天下午就能查
到结果。

关于核酸检测，你想知道的都在这儿了

做一次核酸检测能让人安心。然而，在人员流动高峰期，关于核酸检测，很多人心中都有着不少疑问。
河南商报记者将大家的问题总结、梳理、求证，通过走访、实探得出答案。问题主要是“5W+2H”，即何时要做
（when）、在哪做（where）、谁需要做（who）以及怎么做（how）、多少钱（how much）等。

从中高风险
地区入郑需要隔
离吗？28家可做
检测的公立机构
都在哪儿？扫码
查看吧

探访

上午到医院检测
下午就有结果了

【How much】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需要多少钱？

河南商报记者走访郑州市中心
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公立医
院，以及郑州艾迪康医学检验所、郑
州博奥医学检验所等机构了解到，常
规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费用普
遍在80元左右。

而在线上预约上门检测服务项
目中，单人单次费用一般约 360元，
根据具体服务内容价格会有所浮动。

重点人群和普通群众都可以进行核
酸检测。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要求做
到应检尽检，对象主要包括 8类：密切接
触者、境外入境人员、发热门诊患者、新
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监所工作
人员、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对于普通群众有检测需求的，实行
愿检尽检，可以前往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进行核酸检测。

1.线下定点公立医疗机构
河南商报记者从国务院客户端了解

到，目前郑州有约28家公立医疗机构支
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主要包括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等。

2.第三方检测机构
除了公立医疗机构，还有一些第三

方检测机构可选择，如郑州艾迪康医学
检验所、郑州博奥医学检验所、郑州博睿
医学检验实验室、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

心、河南省华之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近 20 家机构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
务。

3.电商平台也能预约检测
河南商报记者在淘宝、京东、苏宁易

购等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多家主流电商
平台也支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线上预
约，市民可以自主选择机构和时间。此
外，还有价格相对较高的预约上门检测
服务项目可供选择。

准备核酸检测，可提前线上预约，也
可到医院直接挂号（具体流程各医院略
有不同）。主要流程如下：

1.按疫情防控规范排队进入筛查门
诊，进行流调登记。

2.采集人体分泌物。首选鼻咽拭子，
无法采集鼻咽拭子时可选口咽拭子，擦
拭鼻腔或咽后壁及双侧咽扁桃体处。

3.医务人员留样，将拭子头浸入细胞
保存液中。

4.将样本管放入密封袋中保存。

5.样本保存后，及时送进实验室进行
核酸提取。

6.进行荧光 PCR 核酸检测，将提取
物进行荧光PCR扩增反应。

发热门诊一般 6小时内出结果，需
现场等待结果；普通门诊、新住院患者及
陪护人员，一般 12小时内出结果；危重
抢救病人，在1小时左右可出结果。

此外，打开支付宝App，点击市民中
心，进入豫事办页面，搜索“核酸检测查
询”即可获取本人7天内核酸检测报告。

【What】什么是核酸检测？咽拭子又是啥？

【Who】哪些人需要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Where】郑州哪些地方可以做核酸检测？

【How】如何预约？有哪些流程？咋获取结果？

【When】
何时需要做？
检测一次有效期多长时间？

核酸检测可以检测被检测者此
刻是否感染了病毒，不能保障接下来
不会传染新冠病毒。不过，为了便于
操作，核酸检测结果也有一定有效
期。目前来看，各地基本上将有效期
设定为 7天。有返乡或外出需求时，
一般建议提前3天左右做检测。

【Worry】
去医院做核酸检测
安全如何保障？

在规模开展核酸和抗体检测时，
安全也是大家都关注的重要问题。

到医院做核酸检测，首先会经过
流调登记，如果有发热症状或是从中
高风险地区返回的人员需要去发热
门诊进行检测，进行血常规和核酸检
测，必要时还要加做CT；如果是体温
正常的人员，则可到常规检测点进行
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