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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专栏

关于中州大道花园口互通式立交微整治工程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禁止通行的通告

因中州大道花园口互通式立交微整治施工需要，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市民正常
出行，让工程施工对道路通行的影响降到最低，中州大道花园口互通式立交 16 条
匝道于 2022 年 8 月 8 日起进行为期 60 天的分时段、分路段错峰施工，施工期间
部分匝道将禁止通行， 过往车辆需按照交通导引标志或保通人员的指挥从立交桥
辅道绕行，实行绕行期间将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及保通人员指挥，合理选择出行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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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对郑州市政交通建设的理解与支持！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河南五建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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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号线一期工程农业东路站，位于农业东路与众意西路交叉口。
1 .农业东路至地坤街路段，施工期限：自 2022 年 8 月 8 日起，工期约为 12 个月，

施工期间占用众意西路东侧原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届时，过往行人、机
动车及非机动车辆沿道路中间保通路南北向通行，待施工完成后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2 .农业东路至地润街路段，施工期限：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工期约为 12 个月，
施工期间占用众意西路西侧原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届时，过往行人、机
动车及非机动车辆沿道路中间保通路南北向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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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 8 月 5 日

关于郑州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农业东路站交通导改的公告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河南嵩基房地产有限公司决定对润和琚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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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琚”
项目位于登封市卢鸿路以南、太和路以东、政通路以
北、孝贤路以西，项目总占地面积 30189.03 平方米，
小区总建筑面积 675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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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8 日 -2022 年 8 月 12 日。 四、投标资格
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网上报名。 五、招标文件领
取地点：登封市守敬路北段 93 号西楼 208 房间登封
市保障性住房中心物业管理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
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62876509

招标人：河南嵩基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6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锦绣山河听澜苑”项目位于郑州市二七区迎福

街南、祥泰路西。占地面积 33030.36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160836.6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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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的单位不允许投标。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
取时间：2022 年 8 月 8 日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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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9267828

招标人：河南亚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6 日

招标公告
河南居易润龙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五云山旅游文化

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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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云山旅游文化服务中心”项目位于郑州市
上街区登封路 100 号，项目总占地面积 8457.75 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 6038.40 平方米。二、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物业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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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8
日 -2022 年 8 月 12 日。四、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
预审，线上报名。 五、招标文件领取办法：上街区中心路与
登封路交会处房管局 3 楼物业科（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
审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8928844

招标人：河南居易润龙置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6 日

招标公告
河南光辉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五云山公

寓 1-3#楼、酒店商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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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云山公寓 1-3# 楼、酒店商务中
心”项目位于郑州市上街区五云山南路 169 号院，项目总
占地面积 14142.89 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 8160.80 平方
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
好物业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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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8 日 -2022 年 8 月 12 日。 四、投标资格预
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 五、招标文件领取办法：
上街区中心路与登封路交会处房管局 3楼物业科（通过线下
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8928844

招标人：河南光辉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6 日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娄璞 刘博闻） 8月 4日，管
城区商务局联合南关街街道
办事处在郑州世贸购物中心
召开了政企联动、助力纾困，
携手共话“海外仓”座谈会。

据了解，在经济大环境、
疫情及经营业态多样性兴起
的叠加影响下，服装企业的
生存发展空间在逐步缩小。
辖区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虽然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仍然
保持较快增长。管城区商务
局希望通过搭建平台，打通
渠道，为全区对外贸易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郑州世贸购物中心总经

理郑永理表示，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商场也在寻求
更好的助商形式迭代升级服
务。世贸汇聚 2500余家优
秀商户，上万个服装品牌，如
何帮助他们进一步拓展销售
渠道，是商场方一直在关注
的方向。此次借助“海外仓”
座谈会，希望能助力商户拓
展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针对商户关注的方向和
焦点，长期从事“海外仓”贸
易的郑州联钢实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焦延龙进行了

专门解答。他就“海外仓”
的发展现状、服务功能、发
展优势、运营成本、服务及
保障体系进行一一分享，深
入浅出的讲解让在座商户受
益良多。

最后，管城区商务局局
长毛楠说，提振市场活力是
当下重中之重的工作之一，
扶持发展“海外仓”是多元
化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
要措施，希望大家通过沟通
交流，结合自身实际紧紧抓
住当前“海外仓”发展的机
遇，政企合力、共渡难关，激
发管城区经济增长新动能。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王水田 李清杰 文/图）金
黄色的“锦绣黄桃”挂满枝
头，“夏黑”“玫瑰香”葡萄串
串相连，“华山梨”即将成熟
上市……昨日上午，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洧川镇花桥刘村
风情园种植合作社里，扑鼻
而来的果香随风飘荡。社员
们采摘、分拣果品，灿烂的笑
容洋溢在脸上。

“刘冠军社长经常让大
家来这合作社里帮忙，每天
都能挣个七八十块钱。这里
离家又近，比在外地打工强
多了……”在这里采摘葡萄
的脱贫群众刘小兰说。

“这里种植的几个品种，
果子个头儿大、汁多味甜、色

泽鲜亮，按现在的市场行情，
估算着今年下来能收入个七
八十万块钱……”正在分拣
桃子的业务员笑眯眯地掐着
指头说。“俺办这种植合作社
得到了镇党委、镇政府的关
心和支持。从 200来亩土地

的流转、果苗选择栽培到技
术指导等，镇里领导都没少操
心和帮忙，先后有90多户群众
在这里受益。现在我们又划
归航空港实验区，心里的劲头
更足了。”合作社社长刘冠军
对今后的发展信心百倍。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
员 邢娜）为提高辖区少年
儿童的艺术修养，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丰富文化馆免
费开放服务内容和形式，同
时为少年儿童搭建展现自我
才华的平台，由惠济区文化
旅游体育局主办、惠济区文
化馆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一
起向未来”2022年惠济区少
儿书画作品展在惠济区文化
馆美术展厅开展，展出时间
为8月1日至15日。

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少
儿书画作品 600余幅，包含
书法、国画、素描、水彩画、
油画、漫画等多种形式，其
中200余件美术作品被选出
展出。这些以“喜迎二十
大”为主题的作品，包含了
抗疫、航天梦、乡村振兴等，
内容健康向上、艺术性强、
风格各异，从少年儿童的视
角，以书画的形式发现与记
录真实、感人、美好的事物，
抒发了辖区少年儿童爱党、
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王翠）为深入
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和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及时发现和选
树一批优秀商户典型，昨日上
午，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事
处在党群服务中心对“十星
商户”进行了现场表彰。

街道“十星商户”评选
采取商户申报、社区推荐的
评定方式。辖区企业和个
体经营户通过自主申报，由
社区按照评选 10项标准进
行统一审核、汇总，上报至
街道。街道进行初选后，联
合市场监管所、城市管理办

公室、卫健委、执法中队等
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实地考
核打分评选，最终选出评分
较高的5家商户进行授牌。

经八路街道辖区的企
业和个体经营户一旦获得
“十星商户”的殊荣，即可享
受三大“特殊优待”：到街道
办理相关行政业务开通绿
色通道；辖区内相关行业职
能部门上门进行业务指导；
对各行业评优评先荣誉，优
先进行推荐。

此次“十星商户”评选，是
街道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
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城区政企联动助力纾困

共话“海外仓”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经八路街道首批商户摘“十星”
“优秀生”可享三大“特殊优待”

“喜迎二十大 一起向未来”
惠济区少儿书画作品展开展

“家门口把钱挣，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水果飘香 农民笑在脸上甜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