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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秦岭路站
相关道路临时封闭的公告

因郑州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秦岭路站施工需要， 近期将对淮河
路（秦岭路 - 华山路段）机动车道进行全幅封闭 。 届时 ，请 车辆沿汝河
路、沁河路、伏牛路、昆仑路绕行。 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11 月 26 日起，工
期约为 37 个月，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道路封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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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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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尊敬的锦艺金水湾观臻苑项目业主：
您好！ 感谢您对我司锦艺金水湾观臻苑项目（下称“该项目”）的认可与厚爱，我司现就

该项目交房事宜向您致函。
2020 年年初，为防控疫情，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发布了相关管控措施，疫情、管控措施属于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受此疫情及管控措施直接影响，该项目既定施
工进度计划受到严重影响，并已直接导致我司无法按照贵我双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的交付时间交付房屋 。

依据贵我双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我司本应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向您交付
房屋 ，现因不可抗力因素 ，该项目的交房时间需相应顺延 ，初步预计顺延时间 2 个月，具体交
房时间以我司向您发送的交房通知书为准 。 我司将严格把控交房时间， 快速合理组织施工，
确保房屋的交付品质 。

在此谨祝您和家人阖家欢乐 ，幸福美满 ，并就顺延交房事宜再一次向您致歉 ，我们期待
您和家人能早日来锦艺金水湾观臻苑安家落户 。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如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 ： 0371-63958888 。
特此通知 。

河南锦家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关于锦艺金水湾观臻苑项目顺延交房的通知函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对住友璞

园 1-3# 楼、5-13# 楼、15-19# 楼、地下车库的前期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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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住友璞园 1-3# 楼、
5-13# 楼、15-19# 楼、地下车库位于新郑市郭店镇求实
路东侧、规划汇丰南一路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57470.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0958.94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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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
-2020年 12月 1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新郑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中心物业科 联系电话：0371-60880991

招标人：郑州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1月 25日

中铁十局郑州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总部基地项目
前期物业管理项目招标公告

中铁十局郑州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总部基地项
目前期物业管理项目位于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护航路南侧、 华夏大道西侧， 项目总占地面积
18750.4m2，总建筑面积 88175.96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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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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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
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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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金港大道与星
港路交叉口二号楼 425 房间（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房
地产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招标人：中铁十局郑州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中海域安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1-58609926
2020 年 11 月 25 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迎）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
于 11月 25日至 28日在厦门举行。《少年
的你》《白云之下》《夺冠》《我和我的祖
国》《春潮》《误杀》将角逐最佳故事片，大
鹏、肖央、吴昱翰、易烊千玺、黄晓明将角
逐最佳男主角奖，任素汐、周冬雨、柳岩、
祝希娟、谭卓将角逐最佳女主角奖。

据了解，本届金鸡奖颁奖盛典系
列活动将于 11月 25日至 28日在福建
厦门举办，系列活动将包括电影主题
音乐会、影展活动、学术活动、提名表
彰仪式、红毯暨颁奖典礼等 6项主体

活动。其中，影展活动由“2020 金鸡
国产电影展”与“2020 金鸡国际影展
和港澳台影展”两部分组成，国产电
影展将集中展映 20 余部优秀国产新
片，国际影展和港澳台影展将展映 40
部影片。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金鸡奖颁奖盛典
系列活动期间，将举办第二届金鸡电影
创投大会，共 30个优秀作品在本届金鸡
电影创投大会终极路演活动中展示。同
时，金鸡论坛板块的活动仍将展开多维
度全视野的话题设置，召开包括中国电
影投资大会、导演论坛、大师对话论坛、

电影学术峰会等主体论坛活动，同时策
划举办演员论坛、手机影像论坛、武侠论
坛、科幻论坛、女性电影论坛等多元丰富
的专题论坛。

近年来，厦门在《西虹市首富》《左
耳》《烈日灼心》等热门影片中频频出
镜，成为行业热捧的取景地。去年，第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厦门举办。从
今年开始，金鸡奖将长期落户厦门，并将
每年评选一次。

金鸡奖活动组委会表示，希望借助
金鸡奖的平台，集结优势资源，为中国电
影未来输送血液、点燃薪火。

全国中学生击剑锦标赛
郑州五十二中夺冠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为
期两天的第十二届中国中学生击剑锦标
赛 11月 23日在河北迁安九江体育中心落
下帷幕。郑州市第五十二中学击剑队在
本次比赛中表现出色，夺得女子重剑初中
组团体冠军和男子重剑初中组团体亚军。

由教育部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
的该项赛事，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中学生击
剑比赛，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185所学校的 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共设
初中、高中组男女花、重、佩剑个人及团体
项目。

除郑州第五十二中学击剑队在本次
比赛中取得骄人成绩之外，河南省其他的
参赛队也有不错表现。新乡市第一中学
代表队获得了女子重剑初中组团体第五
名和男子重剑团体第七名的优异成绩。
此外，来自河南省商丘市实验中学的张顺
还获得了男子初中组个人第六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文
李焱/图）昨晚，作为 2020年郑州市精品
剧目演出活动——优秀经典剧目展演
之一，以“交响电影梦”为主题的世界经
典电影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
上演。

该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承办，由郑州爱乐乐团演奏。
晚会上，《歌剧魅影》《泰坦尼克号》音
乐集锦、《燃情岁月》主题曲、《瓦尔特
保卫萨拉热窝&桥》主题曲陆续奏
响。随后，电影《冼星海》插曲《黄河》
第二乐章《黄河颂》和第四乐章《保卫
黄河》，以及《似曾相识》电影主题曲
《时光倒流七十年》《红色娘子军》组曲
《序曲&操练舞》《永恒的誓言》影片主
题曲《卧虎藏龙》等经典影视乐曲陆续
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陶醉在优美的
旋律中。

“金鸡”助力中国电影腾飞
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今日厦门举行

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精彩继续

世界经典电影音乐会上演

《我和我的祖国》曾获得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次能否再捧“金鸡”？

河南博物院获评博物馆研学
“最佳课程”“最佳线路”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近
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中国博物馆协
会市场推广与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社会
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2015~2019年度
博物馆研学课程及线路推介活动”评选结
果，河南博物院《历史教室研学云课程系
列之“考古知多少”》《大象中原——内地
与港澳中学生文化遗产暑期课堂》分获
“最佳课程（历史类第一名）”及“最佳线路
（第二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