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M10（市区和郊县）

累计浓度
较高前3位(每立方米)

巩义市（106微克）
上街区（104微克）
荥阳市（103微克）

暂时达到
目标要求

市内 5 区
和 3 个开
发区

累计浓度
较高前3位(每立方米)

经开区（109微克）
高新区（108微克）
中原区（106微克）

未完成
目标任务

荥阳市

PM2.5（市区和郊县）

累计浓度
较高前3位(每立方米)

巩义市（67微克）
新郑市（61微克）
航空港区（60微克）
荥阳市（60微克）

未完成
目标任务

惠济区

累计浓度
较高(每立方米)

经开区(62微克）
金水区（61微克）
管城区（61微克）
中原区（61微克）
惠济区（61微克）

未完成
目标任务

巩义市
新郑市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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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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国奕实业有限公司决定对东
润玺城 C3 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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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润玺城 C3 地块”位于荥阳市中原西路与
广贾路交叉口东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49343.70m2，总建
筑面积 113936.08m2，容积率为 1.54，绿化率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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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
-2018 年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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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国奕实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招标公告
天籁花园西苑项目位于中牟绿博组团，富贵

三路以南、锦荣路以东、牡丹一街以西、富贵四
路以北。 项目占地面积 45080.10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15127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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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2018 年 9 月 14 日 -2018 年 9 月 20 日。 2、招标
文件领取地点：中牟县房管局物业科 联系电话：
0371-62159302；招标人：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
公司 咨询电话：0371-55805555

河南中建锦伦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天健湖中建贰号院项目位于郑州市高新区创新

大道东、河阳路北，项目总占地面积 75987.55 平方
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2659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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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与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
件领取时间：2018 年 9 月 14 日 -2018 年 9 月 20
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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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889731；招标人：郑州中建健湖
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83648876

郑州中建健湖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26所市属学校
招聘109名教师
9月26日～27日报名

本报讯（记者 王红）郑州市人社局昨
日发出公告，郑州市第五中学等 26所市属
学校 2018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109名优
秀教师。

参与本次公开招聘的学校包括：郑州
市第五中学、二十三中、二十四中学、二十
六中学、三十九中学、四十二中学、四十五
中、四十八中、四十九中、六十中、六十一
中、六十二中、六十三中、一〇二中、一〇七
中学、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市扶轮外国语
学校、市经济贸易学校、市信息技术学校、
市艺术工程学校、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郑州市颍河路幼
儿园、郑州市商业贸易高级技工学校、郑州
市技师学院、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全市集中报名时间为 9月 26日～27
日 9时～18时。报名地点为各学校指定地
点。报名采取本人现场报名方式，报考人
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

郑州今年空气质量咋样？

7月、8月空气质量6年来最好
本报讯 郑州市环保局昨日召开新闻通气会，对2018年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及重点工作、水污染防治工作、环境违法案
件查处、郑州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及12369环保有奖举报
工作开展情况这5项重点工作向社会发布。记者 谷长乐

截至 8月 31日，我市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实现“八降一增”，即综合指
数、6项污染物浓度和重污染天数同比
降低，优良天数同比增加。我市
PM10、PM2.5浓度暂时达到省定目标
要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6.49，同比

降低1.24，下降16.0%。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 17天，占比 7.0%，同比减少 12
天；优良天数104天，占比42.8%，同比
增加 14天。7月、8月我市空气质量 6
项因子均达到二级标准，为 2013年以
来空气质量最好的月份。

大气污染有奖举报
已发放奖金535610元

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自2017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6月底，
完成了工业源、农业源中的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生活源中的锅炉和入河（海）排
污口、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等污染源清
查工作。初步核定了工业企业和产业
活动单位12612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 209家、生活源锅炉 446家（811台）、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1618家、入河排污口
349个纳入下一阶段的全面入户调查。

1月～8月，郑州市12369环保热线
共接听来电35886个，共受理热线电话投
诉案件6223件。全市落实大气污染有奖
举报累计1050件，发放奖金535610元。

计划外迁工业企业15家
已迁出9家

全市10家燃煤电厂1～8月燃煤总
量约 1104.63万吨，同比减少 131.1万
吨。2018年计划外迁工业企业 15家，
目前已完成9家，其中金水区4家、中原
区3家、经开区1家、管城区1家；其余6
户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外迁。

2018年我市已建成各类充电桩
5327 个，完成民生实事建设任务的
76.1%；加快推进公交车辆配套16个充
电站建设。

2018年全市计划外迁市场 31家，
截至目前已外迁市场5家，其中金水区
2家、航空港区 2家、二七区 1家；商户
正逐步进行外迁的市场3家，23家市场
正在进行商户搬迁的前期准备工作。

积极开展老旧车淘汰工作，截至目
前累计淘汰老旧车辆7704台。

国三车辆已全部退出渣土清运市
场。经过核准的渣土车共 5072台，其
中新能源车辆3358台，全部达到“三项
准入”规定和“四统一”要求。2018年1
月到 8月底，市、区两级共出动执法人
员57838人，出动执法车辆11374台次，
市区两级共计查处车辆 1140台，罚款
949万元。

前8个月优良天数104天

前8个月空气质量排行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今年我省
的秋天有点“迟到”（我省常年入秋时
间为 9月 10日左右），不过再慢性子
的秋天，也抗不过一场雨的召唤。
昨日郑州午后的一场降雨，气温两
小时直降 5℃，从 14时的 26℃降到 16
时的 21℃。

未来三天我省仍然多阴雨天气。据

省气象台预报，秋收秋种期间及国庆节我
省将有7次主要天气过程，具体如下。

9月14日～15日，淮河以北大部分
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西部部分地区有中
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

9月18日～19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有阵雨或小雨。

9月 28日～10月 1日，全省有小

雨，北部有中雨。
10月4日～5日，北部、西北部有小

到中雨。
10月8日～9日，除豫南外，其他地

区有小到中雨。
10月16日～19日，豫北、豫西有小

雨，局部有中雨。
10月27日～29日，全省有小到中雨。

秋收秋种期间 我省有7次降雨过程

8月14日，孩子们在商城遗址城墙上奔跑 记者 王秀清 图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餐
食谱、数量、价格要公布
4元补助要全部吃进学生嘴里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昨日，河南省营
养办发出通知，全省各地相关省辖市教育
局、直管县（市）教育局、各试点县营养办要
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监督管理，要定期公布配餐食谱、数量和
价格，严禁克扣和浪费，确保 4元膳食补助
全部吃进学生嘴里。

严禁克扣、浪费
确保4元全吃进学生嘴里

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要严守食品和资金
“两个安全”底线，精准落实营养膳食补助和
提高供餐质量，确保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各地要坚持学生膳食的信息公示制
度，定期公布配餐食谱、数量和价格，严禁
克扣和浪费，确保4元膳食补助全部吃进学
生嘴里。为接受广大学生、老师、家长和社
会监督，确保4元膳食补助全部吃进学生嘴
里，各试点县营养办要督促所属学校，按照
要求在学校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并每周更
新公示栏中的食谱、行情调查等内容。

坚持校领导首尝和自费陪餐制度

通知要求，试点地区要统一制定食堂
大宗物品入库出库通用记录、食堂肉类入
库出库记录、食堂从业人员健康状况与晨
检记录、食堂首尝留样及销毁情况记录、食
堂用具热力消毒记录、食堂用具化学消毒
记录、食堂食品添加剂采购及使用记录、食
堂陪餐记录、学校食品安全控制要点督查
记录等 9类台账记录。要进一步规范食品
留样制度，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00g。

各学校要全面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坚持学校领导首尝制度和自费
陪餐制度。各区县要切实强化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的资金管理。坚持按标准及时为学
校划拨所需资金，加强学校使用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资金监督，防止克扣、挪用和侵
吞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严禁学校教职
工挤占学生营养改善资金，要求学校定期
公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使用情况，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经费全额用于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