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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助听器 来电申购
“重新回到有声世界，助听

器 来 电 领 取 ” 活 动 在 全 国 展
开， 活动期间全国特供 5000 台
助听器， 上千元的助听器活动
期间仅收取成本费 299 元。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目前大部分中老
年人中存在听力障碍者约占老年人口一
半以上， 听力障碍不仅给他们的生活带
来诸多不便，还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本次活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听力障碍者 ，
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本次活动的助听器，采用数字电脑芯
片，声音清晰柔和，体积仅为一角硬币的
大小， 严格按照人体耳廓工程力学原理
设计 ,具有防噪声、防啸叫、大功率 BTE 、

噪音小、戴上不难受等优点 ,是广大听力
下降人群理想选择。

温馨提示： 只要耳朵还有一点听感，
就能让您听得见，听得清 ，能听戏 ，能唠
嗑，能和儿女一起听孙女孙子唱儿歌 !
��������活动期间凡是具有耳聋、耳鸣、听力下
降 等 症 状 的 中 老 年 的 朋 友 只 要 拨 打
400-676-1910 均可以 299 元申领隐形数
字助听器一台。 仅限活动期间前 200 名打
进电话的中老年朋友。 望耳聋耳鸣、听力
下降的老年朋友抓紧机会莫失良机。 每人
限申购两台 ,全国免费邮购货到付款 ,活动
仅限三天。 粤医械广审（文）第 2017091367 号

电话：400-676-1910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碧桂园西流湖颂庭（01-080-K01-01）项目位于郑

州高新区外方路东、汾河路南。项目总占地面积 41156.90
平方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2130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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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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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6 日 -2021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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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碧桂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7626986896

郑州高新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后河卢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W-08-01-1 地块

（融晟园）位于长江路北、福安路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73351.21 平方米，小区总建筑面积 410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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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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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6 日
-2021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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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融创晟元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49015847

河南融创晟元置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

惠济区大河路街道：
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怡辰）3月 14日，惠济区大河
路街道组织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全面落实党中央和
省、市、区委党史学习教育的决
策部署，明确了目标任务、基本
要求和核心要义，动员辖区党员
干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街道科级干部、部门负
责同志、村（社区）“三委”干部、
村民组长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印发了党史应知应会
知识摘编等学习资料。会议指
出，通过党工委带头学、党员干
部广泛学、专题教育集中学，扎
实推进“四史”学习教育。各基
层党组织、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好
党史学习教育，以红色实践教
育、红书朗诵交流、以考促学、初
心宣誓、主题党日、观影献礼等
“六个专项”活动，确保学出成
效、体现特色。

会议要求，“新时代要有新
担当，新使命要有新作为”。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各基层党组织、各部门要在学习
党史中不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
历练、实践锻炼、能力训练，以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的韧劲，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思
想过硬、本领过硬的新时代干部
队伍，全面加快辖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宜
锦）3月 12日，新郑市召开定向引进
优秀高校毕业生岗位分配会，101名
优秀高校毕业生奔赴工作岗位，扬
帆启航，开启事业生涯第一步。作
为“故里英才引进计划”引进的第一
批青年人才，新郑市委市政府对这
批毕业生寄予厚望。

“故里英才引进计划”是新郑
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的重要部署，
也是新郑市委“九项工程”中人才

队伍建设工程的重要举措。按照
引才计划，从 2020年到 2022年，该
市每年对城建规划、文化旅游、金
融经济、社会治理等领域和重点行
业引进硕士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
生 100名。2020年是计划实施的
第一年，10月 9日，新郑市面向全
球发布“招贤令”，受到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网上报名突破 6000 人。
经过现场资格审查、面试、体检，按
拟招聘人数 1∶1的比例确定 100名

硕士和 2名博士研究生为考察对
象，2021年 1月 14日，在新郑市人
民政府网对考察合格的人员进行
公示。

最终，确定引进的 101名人员
中，博士毕业生1名，硕士毕业生100
名，共涉及7类岗位。

为最大限度为引进人才提供适
应成长的工作岗位，激发人才活力、
提高人才效能、发挥人才作用，实现
引进人才全面发展、价值得到充分

体现，新郑市按照“人岗相适、专业
对口、倾斜基层、兼顾经历”的原则，
将引进的 101名优秀人才分配到全
市机关事业单位。

另外，首批114套房屋作为该市
“故里英才引进计划”引进人才的保
障住房，交付时，配备电视、空调、卫
浴、床（床垫）、桌椅等家具及相关设
施，宽带、有线电视直接入户，可实
现“拎包入住”。保障住房预计 5月
可完工入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怡
辰）“嘀嘀……”“系统发出警报，新城
路一家饭店疑似油烟排放超标，请及
时处理。”3月12日，在惠济区餐饮油
烟排放监控平台中心，工作人员发现
一例警报提醒，立即通知相关执法人
员核实警报信息。工作人员及时联
系专业机构，对饭店的油烟排放进行

检测，要求其及时整改。这只是惠济
区实施智慧餐饮油烟在线检测监管
的一个缩影。

为切实解决餐饮业油烟污染问
题，改善辖区环境，2020年，惠济区
借助科技优势，完成大型餐饮服务
单位油烟净化设施在线监控系统安
装和区级监控平台建设。餐饮油烟

在线监测系统可以 24小时自动监
测餐饮业油烟排放情况，一旦超标
排放，系统会将数据传送到油烟在
线监控平台。一个个餐饮油烟在线
监测设备成了监控大气污染的“报
警器”、执法人员的“千里眼”。工作
人员无需挨个上门检查，就能对油
烟排放情况完成动态远程监管。

目前，第一批 100余家餐饮服
务单位已顺利接入监控平台，系统
运行良好，初步实现重点区域覆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燕
通讯员 李盼 文/图）“东区越来越方
便了，办业务一个窗口就能解决。”昨
日，在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
登记“一口受理”窗口，办理业务的刘
女士一小时内顺利完成了二手房交
易，对窗口的新型受理模式十分满意。

2021年新年伊始，郑东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办事
效率，以“一套资料申报、一个窗口受
理、一个流程办理、一套系统审批、一
次即可办成”为工作要求，完成不动
产窗口改革创新，形成同时受理合同
网签、资金监管、缴税等不动产登记
全业务无差别办理的大综窗“一口受
理”服务模式，让郑东新区不动产登
记分中心迎来了新的变革。

此前，群众交易不动产时需要

在房管窗口办理合同网签，完成资
金监管，再到税务窗口办理税费缴
纳，最后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登记发

证。“一口受理”实施后，群众不用在
多个窗口办理，而是在任何一个不
动产窗口即可完成所有业务。

“故里英才引进计划”成功引进第一批青年人才

百名优秀高校毕业生落户新郑

饭店油烟一超标，报警器就响起来
惠济区首批100余家餐饮单位接入监控平台

郑东新区推出不动产登记
“一口受理”新模式
原来3个窗口才能办好的事，现在1个窗口就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