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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考生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目
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分类信息在今日
的A08版

声 明 公 告

◆编号：Q410596658，姓名：刘梓
涵，出生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南三环未来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机构换证公告
机构全称：永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杞县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文水路东段路南（文水路金杞
学校路西）
许可证流水号：00057744
机构编码：000025410221
负责人：吴昊，电话：0371-2265
8118，邮编：475000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发证时间：2022 年 07 月 14 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公司授权的业务。

◆李娜不慎遗失清华大溪地
新城邦物业开具的清华大溪
地一 1 号院南院—商业—2#
商业—1—115 的其它押金条
收据，交易批次号：1 号院南
院 2019003797 票 据 一 张 ，金
额：5000 元，声明作废。

◆ 本 人 王 元 元 ，身 份 证 号 ：
41031119850120203X，将 2019
年 8 月 1 日厦门泉舜集团洛阳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意
向金票据（金额：13623.4 元，
票据号：4112944）不慎丢失 ，
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酒香坊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石记吉祥米
线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44G73469，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我辖区居民曾永
红 ，男 52 岁 ，家 住 嵩 县 城 关
镇石磊街 27 号院 3 号楼 1单元
402 号，其本人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抱养一刚出生女弃婴，
出生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9 日，
取名曾靖涵，扶养至今，抱养地
址为嵩县纸房镇麦地边，其亲
生父母不祥，现登报寻亲，其亲
生父母见报后持相关证件联系
洛 阳 嵩 县 公 安 局 。

城关派出所

◆编号：L410032960，姓名：马
梓朔，出生日期为2010年 7月 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沈丘县城市管理局公告
根据《河南省燃气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燃
气经营企业燃气经营许可审
查意见公示，请有关单位通知
企业查阅。沈丘县东城液化
气站，法人：吴贝贝，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1624MA424UT
K8N，审查结果：符合换证条件。

◆林州市超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代码：9141058
1MA46R52T0X）经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伊川县同乐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代码：93410329MA44
W2QK7U）经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项城市永丰长明花木苗圃场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玮宏鲜花洋果
行（注 册 号 ：4105056060018
05）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新蔡县大旺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代码：93411729MA3X
734983）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编号：R410254222，姓名：寇泽
霖，出生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宋青青（注册号：411723605251
108）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P411180109，姓名：骆梓
硕，出生日期为2015年12月8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1.在应用商店里下载“郑好办”
2.通过输入用户名、手机号码或支付宝快速登录进

行注册
3.点击进入“一件事专区”
4.点击进入“教育一件事”
具有郑州市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选择“我要上小

学—常住户口（房户住一致）”。勾选同意用户承诺按钮
后，点击在线办理人脸识别后即可进入申报页面。

选择报名场景：市内房户住一致报名—市内其他八
区。

5.家庭基本信息填报
系统将自动获取用户本人户口信息，并将相关数据

回显至填报页面。
重点提醒：报名区域用户需手动选择儿童的报名入

学区域（要以房子实际所在行政区划为准），社区和办事
处务必填写准确。

家庭所在小区名称：用户需要手动填写小区名称。

6.房屋产权信息填报
用户在确认家庭基本信息无误后，可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查询。查询房屋产权信息方式。
7.监护人信息填报
系统将自动判断当前用户性别并将用户姓名、身份

证号、电话显示至对应父亲或母亲信息文本框中，不可
修改；用户至少需要填写母亲姓名、母亲身份证号和本
人工作单位信息，其他信息可根据用户自身需要选择是
否填写。

8.学生信息填报
选择同户口子女信息下拉框中需要办理入学申请

的子女信息，并点击右侧蓝色按钮获取子女相关信息。
说明：申报时需承诺提交的疫苗接种证照片签章、

签名、文字内容清晰可见，并上传儿童预防接种证照片。
9.提交
填写以上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当前信息

申请办理入学，用户可于郑好办App上查看申请进度。

郑州小学入学线上报名即将开始 材料准备好没？流程是啥？这里有详细攻略

报名时 不用提供预防接种证明
在报名过程中遇到了疑难事儿，就来我想@领导留言

每年8月，最牵动人心的教育大事儿就是小学
报名了，今年的报名通道也即将开启。

8月7日8：00，郑州市小学入学报名将开启“线
上报名通道”。

你家孩子满足所有条件吗？材料准备齐全了
吗？报名流程是啥？来看看吧。

线上报名房产证识别不了咋办？新买
的房子，还没有拿到房产证，孩子该如何报
名？

即日起，顶端新闻·河南商报推出 2022
小学入学顶端特别护航活动，家长们在报名
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
在顶端新闻留言。

此外，顶端新闻·河南商报将及时全面
收集郑州各区教育部门发布的入学政策、各
学校发布的招生政策等，进行权威发布，对
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想留言，看这里：

1.打开顶端新闻客户端，底部菜单选择
“我想@领导”，即可进行留言。

2.微信搜索“家有考生”公众号，进入公
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领导”进行留言。

3.家有考生公众号8月2日推文中，点击
文末“阅读原文”，可一键直达留言通道。

小学报名有困难，来@领导吧

线上报名系统即将开放

今年，郑州市区小学招收这些新生：具有郑州市市
区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或父母一方持有郑州市市区居
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符合条件的家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线

上+现场”两种方式进行报名。
其中，线上报名时间为 8 月 7 日 8：00~8 月 8 日 23：

59，现场报名时间为8月21日~8月22日。
线上报名需要啥材料？具体流程是什么？

报名资料 预防接种证明不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

据了解，今年报名材料有变化：报名时，将简化相关
报名材料。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
明、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预防接种
证明不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可在开学后及时要求
学生提供。

线上报名的家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适龄儿童
具有郑州市区常住户口、且父母在郑州市区有房产，或
者父母一方持有郑州市区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通过确认户籍、房产、居住证等信息，填写并上传

相关资料，按照系统提示即可报名。
未进行线上报名以及线上报名不成功或线上报名

审核未通过的适龄儿童，需进行现场报名。
郑州市民办小学招生由各区、各开发区教育局根据

政策规定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就近入学时，坚持适龄儿童少

年随父母生活的原则，坚持以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生活
家庭实际住址为准的原则，坚持户籍与父母生活家庭实
际住址一致的原则。父母不在本市生活的随监护人。

报名流程 线上报名如何进行？手把手教你

小学入学报名
遇到了难题？来@
领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