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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6715799、56715167
·二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6625090、86625093
·金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3844205
·管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6269012
·惠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3639939
·上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8121762
·中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2100123
·新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9972716
·新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9960963
·荥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0253763

·登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2818821
·巩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9580075
·航空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6198656
·郑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7179403
·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9916007
·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7991382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办事大厅：6717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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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创业贷款，政府贴息，扶持创业，促进就业！
创业贴息贷款，为您的创业之路减负、助力！

友情提醒：创业担保贷款程序透明，手续简便，且创业担保贷款机构不收取任何费用。

创业担保贷款，是政府给予贴息的政策性扶持贷款。
如果您正处于创业期，需要资金的周转，只要符合贷款条件，个人可以申请不超过 20 万元的贴息贷款；

高校毕业生可以申请不超过 30 万元的贴息贷款；合伙或组织起来的可以申请不超过 100 万元的贴息贷款。
如果您创办企业，吸纳符合条件的人员达到一定规模，可以申请不超过 200 万元贴息贷款。

具体咨询申请，请拨打所在地创业担保贷款办事机构的电话：

招标公告
郑州旭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央美域项目，因原

签订的物业公司市场战略调整协商退出。为保障本项目
的物业服务工作有序进行，在不降低服务质量、不提高收
费标准的前提下，我公司决定对该项目采用公开招标的
方式重新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一、招标物业区域的
简要说明：“中央美域”项目位于荥阳市广武路与索河路
交叉口西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5595.96m2，总建筑面
积：35519.28m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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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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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0 日 -2018�年 8 月 16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
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旭发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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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尧佐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
宗大怡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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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大怡苑项目位于荥阳市演武路与兴华
路交叉口东北角，占地面积 7649.0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1445.59 平方米，容积率 2.897，绿化率：15.5%。 二、投标
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的物业服
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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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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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0 日
-2018 年 8 月 16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尧佐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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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金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决定对金地格林小城 S5 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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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于：荥阳市
丁香路与昌蒲路交叉口东南侧，占地面积 35964.17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24496.63 平方米、容积率 2.696、绿化
率 30.03%。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资信良好。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 3、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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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0 日 -2018 年 8 月 16 日。 2、招标
文件领取地点： 荥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
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金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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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元正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
元正和谐公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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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元正和谐公寓位于荥阳市万山南路
与郑上路交叉口东南侧；占地面积 2512.23 平方米；建筑
面积 7799.66平方米；容积率 1.69；绿化率 33.10%。 二、投
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的物业
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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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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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0 日
-2018 年 8 月 16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河南元正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0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美景麟起城三号院”项目位于滨河路

南、杏花街东。 项目总占地面积 14235.16m2，
总建筑面积 71236.12m2。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
期物业管理公司。 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
良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投
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8 月 10
日 -8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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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业大厦 716 室。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

招标人：郑州美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8月 10日

本报讯（记者 邢进 通讯员
徐淑玲 文/图） 8月 8日上午，郑州市
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白沙卫生院急救站
发生惊险一幕。

几名家长大汗淋漓地抱着一个
婴儿，神情慌忙地大喊：“大夫大夫，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她吃东西卡着
了！”医师姬超闻声马上冲出去查看
患儿，只见患儿面色发青，嘴唇紫绀，
呼吸微弱。

姬超立即抱起患儿来到抢救室进
行海姆立克急救，同时召集急救小组
展开抢救。姬超一只手捏住孩子颧骨
两侧，手臂贴着孩子的前胸，另一只手
托住孩子后颈，让其脸朝下，趴在膝盖
上，反复几次后，经过急救小组紧张默
契、快速准确的处理，终于从患儿口中
取出了几块异物，患儿也在陈思思护
士长肩膀上哭出声来。

郑州 120急救提醒，3周岁以下的
婴幼儿口腔咀嚼能力和吞咽能力处于
发育不完善阶段，不容易咬碎块状食
物。块状食物很容易在被孩子吞下时
误吸入气管，导致致命的窒息，禁止
给 3周岁以下孩子喂食团块状食物，
如瓜子、花生、开心果、核桃仁、果冻
等。如果要喂这些食物，请务必将块
状食物压成粉末调成糊状才可喂给孩
子吃。

同时婴幼儿缺乏危险防范意识和
辨别能力，对于任何感兴趣的物品喜
欢用口腔来感知和认识。因此作为孩
子的监护人和看护人，一定要防范孩
子吞吃异物的行为，预防孩子吸入气
管异物。

本报讯（记者 鲁燕
通讯员 赵丽丽 文/图）
有这样一群人，头顶烈
日，身浴热浪，行走在高
铁沿线栅栏外排查隐患，
从未走进旅客的视野，他
们就是郑铁新乡东派出
所的民警。由于高铁线
路两侧荆棘丛生，他们不
得不在40℃的高温下，穿
着雨衣、胶鞋，戴着眼镜、
帽子，全副武装，几分钟
便挥汗如雨，他们用艰辛
和坚守保障了高铁的安
全通行。

高温下，重装前行
高铁护路人穿着雨衣胶鞋巡查，全身汗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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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抢救被噎住婴儿

全副武装巡查线路

脱下靴子倒出汗水

用水降温

婴儿被噎得面色发青
一阵急救哭出声来
提醒：3岁以下婴幼儿禁止喂
食干果等团块状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