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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西线邦溪·四季春天温泉小
镇·万亩山湖温泉养生度假城邦！ 高
速高铁便捷交通，医院商场会所全配
套，健康城实景现房 7580 元/m2起

海南温泉现房

尊享热线：400-157-0809
（少量精品别墅，欲购从速）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绿都锦苑 1 号楼项目位于郑州市管城区郑汴路北、

东明路 - 绿都锦苑东，项目占地面积 12147.98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461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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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叁级（含暂定叁级）
以上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的资格预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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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年12
月 15日 -2017年 12月 21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
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中心大
厦 716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731；招标人：郑州绿
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13303865512

招标人：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5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规、政策的规定，新密市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决定对金源青屏山城北地块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金源青屏山城北地块”项目
位于新密市开阳路东侧、屏阳路南、北文峰路西，项目总占地
面积 6384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55381 平方米，现公开招
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司。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物业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
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
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 年 12 月 15
日 -2017 年 12 月 21 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新密市文化
街 12 号房地 产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物 业 管 理 科 电 话 ：
0371-69885513；招标方咨询电话：13676948678

招标人：新密市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2 月 15 日

近日，随着郑州市主城区
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各种
所谓新能源电动四轮车销售升
温，无号牌上路，甚至未取得驾
驶证者上路增多。

交管部门介绍，街头行驶
的所谓的老年代步车、低速

电动车基本都不属于新能
源汽车。

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乔宏
雁说，这类车辆大多属非国标的
电动汽车，无证驾驶该类车辆上
路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罚款，还可并处 15日以下

拘留。一些电动四轮车的商家
在销售过程中蒙骗消费者，以这
类车辆不属于机动车、不需要驾
驶证和上牌为噱头吸引顾客，扩
大销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交管部门一旦发现这类车辆上
路行驶将严格查处。

交警提醒 老年代步车和低速电动车不在此列 无证驾驶可拘留

消费者 车型少、新能源车牌使用不便

购买新能源汽车享受哪些
优惠呢？

首先可以免交车辆购置
税，一辆售价 10多万元的新能
源汽车与同价格的燃油车相
比，可省去八九千元的车辆购
置税。此外，新能源汽车有很
大的优惠力度，比如说一款售
价 12万元的知豆新能源汽车，
国家补贴 3.6万元，地方补贴
1.8万元，总共补贴5.4万元，一
辆车花 4万多元钱就可以开回
家了。

如果要买车，你会首选新

能源汽车吗？
郑报融媒记者随机采访几

位市民，大部分表示会考虑，但
是持观望态度，暂时不会出手。

“车型还是太少。”市民谢女
士说，“好多车看上去和老年代
步车区别不大，不怎么好看。”

“不太方便，城市里开着还
行，出差就不能用了。”市民朱
先生说，目前，新能源汽车充电
和续航能力跟普通汽车比还是
使用不太方便。

不少最近办理了新能源车
牌的车主还发现，新车牌的使

用存在许多不便。
郑州王女士刚刚买了一台

启辰新能源车，“很多停车场也
识别不了这个号牌，升降杆根
本就升不起来，非常不方便”。

刘先生也表示，就连用手
机APP查询交通违法也实现不
了，由于车牌号码多一位，一些
系统无法识别，如停车场、银行
ETC系统和专车系统等。

对于车险，如果是老的号
牌换成了新能源车牌，因为号
牌变更，还需要更改保单信息
和ETC信息，才能重新使用。

共享汽车 限行后新注册用户比往期增加了近10倍
“上下班高峰，基本预约不

到车。有的用户直接租一个月，
因为一还车再租就难了。”据悉，
自从限号政策施行后，共享汽车
需求异常火爆，多家共享汽车公
司表示车辆几乎没“闲着”，只要
是能出去的车辆几乎被租完。

“新注册用户比往期增加

了近10倍。”一步用车运营中心
品牌总经理王刚介绍，除了共
享汽车，一步用车还做实体店
销售，“近期门店顾客来咨询的
顾客多了，成单率也高很多”。

一步用车主要做月租、季租和
年租业务，可现在分时业务也备受
欢迎，以知豆2座车型为例，24小

时封顶仅需要99元，而海马4座
车型24小时封顶仅需118元。

“成本低也是热销的原因，
普通汽油车一公里成本在 1块
钱左右，而新能源汽车一公里
成本只需要 5分钱。”王刚说，
“加上人工费，保养一次的费用
在200元左右。”

调查
机场、高铁站、部分新
建小区都建有充电桩

本报讯 环保的新能源车要
“喝”电，可去哪儿喝？郑报融媒记者
了解到，除了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建设
的充电桩外，一些民营企业也在省市
机关单位、省内高速服务区、新郑机场
T2航站楼以及郑州东站建设了充电
桩，目前充电桩市场还处于建设期。

国网电力部门市区内有90个充电桩

14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国网系统，在郑
州市目前有两三个充换电站，主要是
为公共交通服务，还有一些在连霍高
速、绕城高速的服务区，供私家车使
用；市区内在绿城广场、淮河路及国
网供电公司的营业厅、办公场所，总
计有90个充电桩。

该负责人介绍，这两年在建成区
规划了一部分充电桩，数量很少，未来
会配合一些新建小区进行配套建设。
充电桩的具体位置，用户可下载“e充
电”进行查询。

T2航站楼充电站
可供20台新能源车同时充电

“我们不仅在郑州高铁站建了
充电桩，在T2航站楼的充电站，可供
20台新能源车同时充电。”河南中创
高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
王晓鹏介绍，该公司在T2航站楼建设
的充电站，项目主要用于车桩结合与
滴滴合作开发分时租赁布点业务。

郑州高铁长途汽车站有座枢纽充电站

郑州高铁长途汽车站附近也有一
座枢纽充电站，可满足52辆新能源公
交车和纯电动通勤中巴车同时充电。

王晓鹏介绍，目前该充电桩主
要是为郑州至开封的城际公交提供
充电服务，由于是直流桩，一辆城际
公交车基本1个小时就能完成充电，
能跑 130多公里；私家车一般 20分
钟能充满，充满一次能跑 200多公
里，花费约42元。

在绿地之窗附近的酒店停车场，
不仅有私家车的充电桩，还可还车。
郑报融媒记者 张华 文/图

以前一天接待不到10拨顾客
现在一天来100多拨

限行激活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者期待车型再多点

本报讯 12月 4日，
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18个
省辖市进入“限行时间”，限
行后对于习惯开汽车出行
的市民来说，如何快捷出行
成了他们最关心的话题。就
在部分市民筹划着如何拼
车、搭顺风车时，有两个行业
的生意却火爆起来：新能源
汽车销售和共享汽车平台。
郑报融媒记者
谷长乐 文/图

数字
新能源汽车由于节能环保、

不受尾号限行限制、享有政府补
贴等优势获得了市场的认可。11
月20日起，郑州市在全国首批推
广使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郑
州市车管所统计，新能源汽车限
号之前，一共上牌2425辆车，截
至目前，一共上牌4333辆车。

经销商
新能源车库存全部
卖空，一天接待100
多拨顾客

河南飞鹞新能源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清泉介绍，
以前一天店内最多不会超过10
拨顾客，“现在一天能接待 100
多拨顾客，每日成交20多台，店
内 200多辆的库存到 13日全部
售空”。

除了不受限行的限制，新
能源汽车号牌的启用也刺激了
新能源车的销售。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销售
火爆的几款车型均为国产品
牌，吉利知豆D2S、奇瑞小蚂蚁
（EQ1）、新能源（EQ3）等，售价
在 5万元左右的新能源汽车销
售火爆。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是热销
的主要原因吗？

多个新能源经销商表示，
限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近
几年，市民对环保、低碳生活的
重视，也是新能源汽车热销的
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