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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

法规、政策的规定，河南和畅园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东悦水
岸·清悦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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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悦水岸·清悦园项目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
业园晨阳路南、牡丹五街东、平安大道北。 项目占地面积为
22000.1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75319.27 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为 54894.5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0424.75 平
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项
目经理具有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相关岗位证书。2、通过“信用中
国”查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单位不允许投标。 三、投标资格预
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
取时间：2021 年 11 月 17 日 -2021 年 11 月 23 日。2、招标文
件领取地点：中牟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管理科（通
过线下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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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规、政策的规定，河南和清园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东悦水
岸·和悦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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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悦水岸·和悦园项目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文
汇路东、平安大道北、牡丹五街西。 项目占地面积 44411.43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148086.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07169.2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40917.28 平方米。二、投
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项目经理具有
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相关岗位证书。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单位不允许投标。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
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21年 11 月 17 日 -2021 年 11 月 23 日。 2、招标文件领取
地点：中牟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管理科（通过线
下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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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二次公示。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m
HeYRNaDhMikB3IDrp-sqQ
�������提取码： fgzq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可前
往博爱县发展大道东段项目所在地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公众， 关心本项目环境保护
工作的其他公众都可以提出相关意见和建
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m

HeYRNaDhMikB3IDrp-sqQ
�������提取码： fgzq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电话、邮箱、信函方式提出相
关意见，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
方式， 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
常住地址。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河南麦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博爱县发展大道东段
联系人（电话）：张总（13083846778）
邮箱：52302088@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公示单位：河南麦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麦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根据政策，符合免试条件的技
能拔尖人才，由招生高校予以免试
录取。

谁能免试入学？我省明确，
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
奖项，或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
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一等奖的中职毕业生，和具有

高级工或技师资格、获得县级劳
动模范先进个人以上称号的在职
在岗中职毕业生，可免试录取进
入高校专科阶段学习。需要提醒
考生注意的是，符合条件的考生
本人要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免试入
学申请。被免试录取的考生，不
再具有参加其他类型的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的资格。

郑州人民医院
北院区试运行
全科医学科、
老年医学科病区先行开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11月 15日，经过全面装
修改造和精心准备，位于文化
路77号的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
部分病区开始试运行，目前先
行开放区域为全科医学科和老
年医学科一病区，每病区床位
40张，其他病区也将随后陆续
投入使用。

据介绍，郑州人民医院北
院区是一家以老年病和康复
为主、综合性门诊为辅，按照
三甲医院标准建设的综合性
院区。院区占地 48.99亩，规划
床位 600张，一期开放床位 240
张。目前试运行区域包括部
分门急诊区域和全科医学科
和老年医学科两个病区，急
诊、神经内科、普外科、妇科、
骨科、健康医学中心均可正常
就诊。具体来说，老年医学科
主要收治各种老年综合征、共
病及其他急、慢性疾病的老年
患者，采用老年综合评估常规
模式、共病处理模式和多学科
团队工作模式，对老年患者进
行医疗救治，最大限度维持和
恢复老年患者的功能状态。
全科医学科收治患者以多病
共存、未分化疾病的诊治以及
高风险患者人群的筛查为特
色，弥补专科太专的缺陷，解
决一些诊断不清、跨学科、多
病并存一身的疾病。

此外，为回馈市民，12月31
日前，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门
诊患者免挂号费，住院患者（不
限户籍）年满 60岁及以上均可
享受自费部分10%~30%的助老
补贴，最高5000元。

57所高职、本科院校再伸“橄榄枝”
扩招单招11月30日至12月2日填报志愿，12月10日开考

昨日，省教育厅印发通知，
安排部署我省2021年高职扩
招单招工作。全省57所具高职
扩招单招资格的院校11月30
日9时至12月2日 18时开通
志愿填报系统，每名考生限报1
所学校。此次录取的学生在规
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
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条件的，
由学校颁发普通全日制专科毕
业证书，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
同等待遇。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57所院校
招生专业分三大类

今年，全省共有 57所院校
具高职扩招单招招生资格，包括
54所高职院校和3所本科院校。

招生对象面向已通过 2021
年河南省普通高考（含对口招
生）报名，未被普通高考（含对口
招生）、高职单招等其他类型的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取的考生，
以及已通过 2021年高职扩招补
报名的考生。

招生专业按面向人群不同
分为A、B、C三类：A为退役军人
可报专业类，B为高素质农民
（含村“两委”干部、基层农技人
员、新型职业农民等）可报专业
类，C为其他（含应往届高中和
中职毕业生、企业在职职工、下
岗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等）可报专业类。医学、教
育、公安、司法等国控专业以及
医学美容技术（原医疗美容技
术）、呼吸治疗技术专业不得安
排招生。

各高校将根据办学条件、专
业优势、培养能力、所处地域和
承担培养任务等综合情况，按照
省教育厅确定的招生计划和招
生类别自主安排分类别全日制
和弹性学制两种培养形式的招
生计划。

根据安排，各高校 11月 30日 9
时至12月2日18时开通本校高职扩
招单招志愿填报系统，并在招生章程
中明确系统网址及入口，届时，考生
可通过登录意愿报考高校的志愿填
报系统进行网上志愿填报，每名考生
限报1所高校，对超报志愿的考生，将

取消其考试、录取和入学资格。
考生可通过登录“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章程核定系统”（http://
zszcba.haedu.gov.cn/）查询了解我省
高职扩招政策和高校招生章程，也
可通过高校官方网站或拨打高校招
生咨询电话进行咨询。

高职单招都考啥？据了解，高
校将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知识能力
的要求，原则上应采取“文化知识考
试+职业技能测试”的方式单独组织
考试，依据综合成绩录取；也可根据
培养目标对不同群体考生的要求，
对考生免予文化知识考试，组织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
职业技能测试，测试内容要科学合
理，能够区分不同程度考生。

今年全省高职扩招单招考试
时间统一安排在 12月 10日～12日
进行，各高校须在本校校区内开设
考场，按照国家教育考试和疫情防
控常态化要求，分专业、分时段、多
批次、小规模自主组织考试工作，
全程封闭考试管理。考生成绩及
拟录取考生名单将在所报考高校
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12月10日开考，考查“文化+技能”

技能拔尖人才可免试入学

11月30日至12月2日填报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