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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大黄冶村新兴家园二区及紫荆花苑项目总占地面积 32396.66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75880.52 平方米，现以公开招标形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
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注册资金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物业服
务企业。2、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担任项目经理工作年限不低于五年（附工作证
明及承诺书）， 具有物业管理师或项目经理资格证书。 3、 操作人员具有高低压电工证（2-3
个）、电梯安全管理证（1-2个）、消防中控证相关证书（1-2 个）。 4、具有单个项目 20 万平方
米以上（含 20 万）的住宅物业管理经验，并提供相关合同（不少于 2 个）。 5、通过“信用中
国”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的不允许参加投
标。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报名与招标文件领取信息：1、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9:00-11：30；14:30-17:00（北京时间，双休日及
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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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室。3、招标文件售价：每套人民币伍佰元整（￥500.00），售后不退。 4、
报名需提供资料：（1）投标申请书。 （2）投标承诺书。 （3）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5）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正、副本。（6）项目经理
简历、岗位证书、身份证、工作证明及承诺书。（7）操作人员具有高低压电工证（2-3 个）、电梯
安全管理证（1-2 个）、消防中控证相关证书（1-2 个）。 （8）具有单个项目 20 万平方米以上
（含 20万）的住宅物业管理经验，并提供相关合同（不少于 2个）。（9）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中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信用查询记录截
图。三、本次招标联系事项：招标人：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大黄冶村村民委员会。联系人：刘有亮
联系电话：13603991813。 代理机构：郑州华商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1-68085285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大黄冶村村民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博府华庭：1# 楼、2# 楼、地下
车库项目位于中牟县城西区、永福
街东侧、学苑路南侧。 项目总占地
面积 6384.8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33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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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三、投标
资格预审方式： 线下资格预审，线
上报名。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中
牟县房管局物业科 （通过线下现
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
系电话：0371-62159302。招标人：
河南三正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
话：15903648692

河南三正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7 日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卧龙小区项目总占地面积 3735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4925.91 平方米，现以公开

招标形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投标单位资格
要求：1、注册资金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的物业服务企业。 2、拟派项目经理，具有
大专及以上学历，担任项目经理工作年限不低于五年（附工作证明及承诺书），具有物
业管理师或项目经理资格证书。 3、操作人员具有高低压电工证（2-3 个）、消防中控证
相关证书（1-2 个）。 4、具有单个项目 20 万平方米以上（含 20 万）的住宅物业管理经验，
并提供相关合同（不少于 2 个）。 5、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的不允许参加投标。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二、 报名与招标文件领取信息：1、 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9:00-11：30；14:30-17:00（北京时间，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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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室。 3、招标文件售价：每套人民币伍佰元整（￥500.00），售后不退。 4、报名需提
供资料：（1）投标申请书。（2）投标承诺书。（3）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5）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正、副本。（6）项目经理
简历、岗位证书、身份证、工作证明及承诺书。 （7）操作人员具有高低压电工证（2-3 个）、
消防中控证相关证书（1-2 个）。 （8）具有单个项目 20 万平方米以上（含 20 万）的住宅
物业管理经验，并提供相关合同（不少于 2 个）。 （9）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中查询，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信用查询记录截图。 三、本
次招标联系事项：招标人：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大黄冶村村民委员会。 联系人：刘有亮 联系
电话：13603991813。 代理机构：郑州华商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1-68085285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大黄冶村村民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呈祥府项目位于郑州国际文
化创意产业园紫寰路东、永盛路
北。 项目总占地面积 38711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275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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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
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中牟县房
管局物业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
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
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河
南呈祥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8538285699

河南呈祥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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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市轨道交通市政控制性节点
（地下交通）工程白庙站交通导改的公告

近期，因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施工需要，将对相关区域路段进行交通
导改，详见如下：

郑州市轨道交通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通）工程白庙站，位于文化
路与东风路交叉口，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10 月 21 日起 ，工期约为 39 个
月。施工期间占用文化路南北双向原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过
往行人、 机动车及非机动车沿文化路两侧围挡之间保通路进行南北通行，
待施工完成后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地铁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及保
通员指挥，合理选择出行道路，注意出行安全。 在此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
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感谢您对郑州地铁建设的支持与理解 !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招标公告
朗悦西都汇大厦项目位于郑州市高新区国槐街南、石楠路

西，项目总占地面积 18605.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6963.76
平方米。为确保小区物业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现按照《郑州市
物业服务企业退出项目管理暂行规定》我公司决定按照收费
标准不高于原招标价格、服务标准不低于原服务标准，再次面
向社会以公开招标形式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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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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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名单的不允许参加投标。二、投标报名与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2020 年 10 月 19 日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三、投标资格
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四、招标文件获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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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招标人：河南朗格置业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15838265799

河南朗格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7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天钜苑一期”项目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石化路

南、城东路西。 项目总占地面积 45699.28m2，总建筑
面积 193293.54m2。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
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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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0 月 23 日。 三、投标资格预
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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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
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15738826265

招标人：郑州雅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7 日

畅 通 郑 州畅 通 郑 州 畅通郑州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统筹：孙友文 编辑：赵璇 美编：宋笑娟 校对：陈希

A06

二七广场隧道项目规划为东西走向城
市主干路，西起正兴街京广铁路箱涵东侧，
沿线路下穿福寿街、二七广场、延陵街和南/
北下街，东至西大街与北顺城街交叉口东
侧。项目总长 1370米，工程合同额 6.19亿
元。主线隧道由西向东依次上跨地铁一号
线隧道、德化地下商业街、地铁3号线隧道。

中建七局市政公司郑州二七广场隧道

项目经理燕远岭介绍，主线隧道与地铁1号
线、3号线共线，长度约 420米，并与德化步
行街共建，施工范围地下还存在大量既有
管线的探明及迁改，同时要做好周边建筑
物特别是二七纪念塔的保护，这些对施工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据介绍，此次施工特
别对二七纪念塔做好专项技术方案论证，
施工期间做到24小时不间断监测。

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22日开始抓拍

将对驾驶人处以10元罚款
不扣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李霞）记者昨日从郑州市
交警支队获悉，交警部门将于10月
22日起通过电子监控设备在全市范
围内对机动车副驾驶不系安全带的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并依
法进行处罚，将对车辆驾驶人处以
10元罚款，不扣分。
如何确保抓拍录入无误？

据介绍，电子监控设备对过往
车辆进行抓拍后将数据传送至中
心服务器进行解析，将符合不系
安全带违法行为的数据上传后再
经过人工严格筛选并录入系统。
10月 22日开始，将在全市具备抓
拍条件的路口统一实施对副驾驶
不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的抓
拍。也就是说，以后不仅司机不
系安全带会被拍，副驾驶不系安
全带同样被拍。
开始抓拍副驾驶
暂不对后排进行抓拍

目前，我市暂未对后排不系安
全带进行抓拍，但已有省份出台了
相关规定。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年2月29日，广东省严查高速
公路不系安全带，对乘客在前排或
后排未系安全带的，罚款50元。

2019年 11月起，在深圳，乘车
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对乘车
人处 200元罚款；营运机动车驾驶
人未张贴安全带使用提示和语音
提醒乘车人的，对驾驶人并处 200
元罚款。

2019年12月1日起，江西高速
交警启动对后排乘车人不系安全
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乘车人
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的处30元罚款。

西起正兴街京广铁路箱涵 东至西大街北顺城街口东侧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曹婷 文/图）昨日上午，备受关注的二七广场
隧道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预计2022年上
半年建成投用，届时二七广场周边的出行环境将显著提升。

优先保障公交和行人通行
二七广场隧道项目位于二七区核

心区重要交通咽喉，正兴街、西大街作
为主要城市干道，日常交通压力较大。

据介绍，项目在保证隧道工程施工
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将尽量利用道路资
源，采取路面内自行消化为主，区域分
流、疏导为辅的基本对策，保证交通运
行的安全和顺畅，优先保障公交、行人
的通行。

施工期间将分期占用正兴街（京广
路—二七广场段）和西大街（二七广场—
顺城街）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并对正兴街（京广路—二七广场）机
动车道进行半幅封闭，对西大街（二七广
场—顺城街）机动车道进行全幅封闭。

沿线过往车辆可绕行；相交路过往
行人、机动车辆及非机动车沿围挡外侧
保通路、保通便桥南北通行。

着力改善
二七广场周边交通

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线分
3个区段。3个区段平行交叉立体施工，
流水作业。预计 2022年上半年能建成
投用。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二
七广场和郑州火车站交通环境，为推进
郑州中心城区有机更新和二七商圈区
域城市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24小时监测保护二七纪念塔

隧道通车效果图

隧道建成后剖面图
扫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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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广场隧道开工
预计2022年上半年建成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