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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启事
2007 年 11 月 28 日晚上 10 点郭亚

军在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上李庄村
村路口捡到一名女婴，现为该女婴寻
找亲生父母（或监护人），请监护人联
系认领。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与我
联系。联系电话：18351120375

2022年 4月 1日

各供应商、劳务提供者、机械施工人：

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驻马店市水利工程局）于 2016 年 6

月 10 日中标的汝州市康馨时代广场

周边道路工程第三标段，现已完工。

本着对债权人负责的态度，我公司拟

对该项目存量债务进行摸底，现需对

相关债权情况进行统一登记核实，为

顺利推进该项工作，现公告如下：

一、请各债权人如实向我公司登记

债权情况

1.登记范围：上述工程项目发生的

未清偿的债权。

2.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22年 4月 30日止。

3. 登 记 地 点 ：驻 马 店 市 乐 山 路

与 泰 山 路 交 会 处 水 利 局 11 楼 财 务

科 ，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 李 威

15138103283 。

4.登记凭据：（1）自然人身份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2）有效的债权

凭据；（3）相关合同及手续。

5、登记人及手机号码：

二、债权登记完成后，我公司将向各

债权人通告债务清理方案，没有前来登

记债权造成损失的，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31日

债权登记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22年 第9号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龙翔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41040034

许可证流水号：00931018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 12月 09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行授权的业务

机构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以北、翠竹路以

东林溪美地 05号楼一层 106铺、107铺、108铺、109铺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2763656

发证日期：2022年 03月 3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birc.gov.cn ）上查询。

因经营需要，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

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平顶山南服务区餐

厅、特色小吃档口经营项目已批准实施，

现进行招商。

有意向者请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8 日来郑栾高速 127 公里处平顶山南

服务区办公楼报名登记，本公告 5个工作

日内有效。

公司纪检监察部电话：

0371-86073136

公司经营开发部电话：

0371-65056581

服务区联系人：周女士

电话：15038897025

平顶山南服务区

2022年 4月 1日

招商公告

报名条件：一、依法注册成立并合法

运营，具备提供本招标业务的经营资格；

二、具有承接本项目所必需的设备和业

务能力；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等；四、

本业务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请报

名单位在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2022 年 4

月 8 日 17：00 前将报名资料送达或邮寄

至：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与亚兴路

交叉口平顶山碧桂园物业服务中心（魏

能炳）收，联系电话：13691910589。招标

人：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公司（平顶山学院）

2022年 4月 1日

关于碧桂园平顶山学院项目
崇文校区信息中心内墙维修

单位公开招标的公告 李青坡（普货）证号：410422198012031051

张朋杰（普货）证号：410422198708259134

冯延龙（普货）证号：410423198601300017

魏西红（普货）证号：410423196210019552

杨延彪（普货）证号：410421197111211030

冯国芳（普货）证号：410425197204166078

刘俊杰（普货）证号：410425199108141013

陈曙锋（普货）证号：410411197212265553

张佳龙（普货）证号：410425200106241095

聂俊营（普货）证号：410402198502015796

李永池（普货）证号：410425197806106072

吴军星（普货）证号：410425198101151038

李广山（普货）证号：410426197401212535

赵朋洁（普货）证号：410425197303153539

徐超举（普货）证号：410425198902153594

张华硕（普货）证号：410422197207209115

魏纪章（普货）证号：41040319750122255X

苏留根（普货）证号：411081198002220157

马万强（普货）证号：410425198309160099

柴建召（普货）证号：41042219850923281X

吕梦君（普货）证号：410422199009054812

高东东（普货）证号：410422198802264319

杨亚楠（普货）证号：410481198904296012

李亚平（普货）证号：412829198204110019

田振华（普货）证号：410481197505144017

马 豪（普货）证号：410422199609104836

杨学增（普货）证号：410422198402162217

田瑞洁（普货）证号：412824197511204430

王自平（普货）证号：41042519771028603X

裴红伟（普货）证号：410423196608201514

张豪伟（普货）证号：410422197409050010

张开远（普货）证号：410425199307266038

李陸亚（普货）证号：410425198411104034

郭真杰（普货）证号：410422198912039139

党春生（客、货普）证号：410402197407215517

王二文（普货）证号：410422198904225919

闫栋梁（普货）证号：410425199704033019

李重阳（普货）证号：410402198706085657

贾延伟（普货）证号：410423198902072572

李克明（普货）证号：410481196711184015

韩世明（普货）证号：410425197104110018

王平利（普货）证号：410401197906060517

以下人员货运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3 月 21 日 —27 日 市 12345

民 呼 必 应 各 平 台 共 接 收 诉 求

16580 次，受理 9903 件，登记交

办 824件。

按照诉求分类，12345 热线

中，咨询类 7304件，投诉类 1394

件，求助类 1259 件，建议类 43

件，举报 12件，表扬感谢 3件，其

他 5件。

按照行业分类，群众诉求排

在前五位的分别为卫生健康类

7461 件，占比 65.4%；政务服务

类 598，占比 5.2%；城市管理类

378 件，占比 3.3%；公共服务类

258 件，占比 2.2%；农村管理类

327件，占比 2.9%。

此外，上周期共受理疫情防

控类诉求 7161件，较上期数据有

大幅上升，主要包括主城区全民

核酸检测、健康码转码咨询、疫

情相关政策等 。 营 商 环 境 类

诉 求 共 有 涉 及 企 业 类 诉 求 80

条 ，较 上 期 数 据 略 有下降，主

要是占道经营、消费者维权、预

付卡消费等问题。行政执法监

督类诉求 74 条，较上期数据略

有下降，主要涉及工作效率、执

法方式、政务服务质量等方面问

题。

（毛玺玺 王代诺 整理）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王代诺）“湛

河区实验小学门口售卖垃圾食品”，近段

时间有市民在平观新闻民呼必应掌上平

台留下这样一条信息。诉求人还留言

说：“湛河区实验小学门口两侧有游商小

贩和披着绿色报亭外衣的摊点售卖垃圾

食品，恳请有关部门关注。”

针对群众这一诉求，湛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该区城管执法局均通过市

12345民呼必应中心进行了回复。

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我局

收到民呼必应交办件后，单位领导高度

重视，交由九里山食药监所调查处理，执

法人员到达湛河区实验小学门口的绿色

报亭调查情况，经现场细致检查发现报

亭内无售卖食品和垃圾食品。

湛河区城管执法局回复：接到举报

后，湛河区城管执法局二中队执法人员

对该路段进行突击检查，现场依法没收

游商小贩经营物品若干。我局将持续对

该路段进行巡逻监管，保证学校周边环

境整洁、有序。

事关学生身体健康和家长关切，情况

到底是不是如两家单位所言？为此，平顶

山日报社民呼必应记者进行了追踪报道。

3 月 24 日下午，记者随机前往湛河

区实验小学门口，学校大门口北侧的确

有一座诉求人留言中提到的绿色报亭。

记者以一名消费者身份随机打探了解，这

座面积不大的绿色报亭内售卖的多为画

报、书籍、学生作业本等，很少一部分饮用

水、饮料等日常所见食品陈列在一侧，并

无明显垃圾食品。绿色报亭南侧上方张

贴有“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栏”及“食品

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承诺书”。与湛河

区有关部门在市 12345 民呼必应中心回

复的“报亭内无售卖食品和垃圾食品”有

些许差别。“主要是经营书籍，搭配一点

饮料、矿泉水，我们办的有证，在学校门

口卖东西很注意，绝对不能卖给孩子们

‘三无产品’。”绿色报亭老板说。

此外，诉求人留言中提到的“湛河区实

验小学门口两侧的游商小贩”，记者3月24

日下午在现场并没有看到。记者在不远处

静静等候，半个小时内依然没有发现。但

通过和过往路人及周边有关单位门口休

闲的居民攀谈了解到，学校门口附近不远

处可能“潜伏”有“三无产品”售卖者。

顺着湛河区实验小学往南走，在光

明路与南环路交叉口西南角花坛西侧，

一位售卖者正在“出摊”。“我是学生家

长，有人反映你这儿有‘三无’食品，孩子

买来吃了不好，别再卖了。”记者拿起手

机对其售卖物品进行拍照、录像。该售

卖者很警觉地拉住记者袖子，不满地说：

“不能拍，觉得不好就别买。”

随后，记者前往湛河区实验小学周

边其他地方进行探访，并没有发现有流

动摊贩。当记者要离开时，遇到城管执

法人员在收缴隐藏在花坛后面的售卖者

物品，并对其进行说服教育：“说了你多

少遍，你都不听，非让收你东西？孩子们

吃了这东西能好？”经了解，是湛河区城

管执法局二中队工作人员在巡逻执法。

此前，该中队执法人员曾多次对湛河区

实验小学路段进行突击检查。

一周过去了，诉求人反映的这一情

况是否解决到位？3 月 31 日下午，湛河

区城管执法局二中队工作人员在此处例

行巡逻执法。该局办公室主任李玲玲说：

“群众的诉求，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围绕

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我们局专门对学

校门口售卖‘三无产品’的行为强化执法

巡查，坚决加大执法力度，监管到位。”

针对此类问题，近日平顶山日报社

民呼必应记者将持续跟踪报道，回应好群

众的呼声。

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执法力度

拒绝学校周边“三无产品”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王代

诺）日前，市民通过市 12345 民

呼必应掌上平台留下诉求，称邻

居装修时间长且装修垃圾堵住

通往楼顶的通道。

事 实 到 底 如 何 ？ 接 到 市

12345民呼必应中心派发的诉求

工单后，新华区光明路街道迎宾

社区居委会主任古文菲和网格

员孙喜星，迅速前去了解情况，

并沟通解决。

投诉人称：“装修房子持续

一年，不分白天黑夜、周末装修

房子，把杂物、装修垃圾堆放在

楼顶和楼道，楼道天天都是各种

脏污。这些都忍了，最近他为了

不让本单元住户上楼顶歇息观

光，私自把通往楼顶的门给锁

上，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被

锁上，无处逃生。希望有关部门

能处理，打开生命通道。”

“我们在现场看到，投诉人

说的那户居民确实在装修，楼道

里放有余物，但是并没有各种脏

污。”古文菲说，核实了解到通往

楼顶的门是带有门插的老式门，

遇到刮风天气会发出声响，距离

装修那户人家比较近，故用一根

筷子别住了那扇门，不是故意要

堵住通道。

显然，诉求人反映的问题是

有，但是并没有诉求人说的那般

严重。“民生无小事，不能因为居

民说得稍微夸张，我们就不管了，

还是得一点点做工作。”孙喜星

说，他们已通知装修户合理安排

装修时间，要求其不得影响他人

正常休息，把自己因装修产生的

垃圾立即清理走，保持楼道清洁。

3月 31日下午，孙喜星再次

来到诉求人反映的“事发地”。

她说：“这会儿这两户居民都没

回来，我们等一等，等他们回来，

把事儿说说，争取让双方都满

意，还是得做好邻居。在基层工

作，不仅要解决问题，确保安全，

还得化解矛盾促和谐。”

社区化解矛盾促和谐

邻居装修带来“干扰”和“安全隐患”

“姨，晌午我能在咱家‘蹭顿饭’不？”

3 月 30 日上午 10 点多，贾宝在叶县水寨

乡高庄村转悠了十来分钟后，停在一个

择菜的妇人面前，并试着问道。

妇人狐疑地看着贾宝说：“你们是干

啥嘞？不是骗子吧？我儿子就在附近学

挖掘机。”

“姨，我们是视频创作者，想通过在

咱家‘蹭饭’的形式，记录乡村生活、乡味

乡情。”贾宝和同伴的耐心解释打消了对

方的疑虑。

妇人姓姚，贾宝称呼她姚姨。姚姨

家今年刚盖好二层楼房，还没粉刷，她就

暂时在新房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做饭。

“这是我刚挖的野菜，你说吃啥，我

给你做啥！”知道贾宝不是骗子后，姚姨

格外热情，起身要去买肉。

“姨，不用买！你们吃啥我吃啥。”贾

宝拉住了姚姨，还坐下来帮着择菜，与姚

姨聊家常。

虽说是蹭饭，贾宝和同伴都会跟乡

亲说清楚只是他一个人“蹭”。

“同意‘蹭饭’的乡亲，都会特别热情

地邀请我们四个人一块吃。不过，我们

都会说来之前吃饱饭了。”贾宝的同伴艾

超说。

姚姨做了凉拌枸杞芽、烧青菜、煎鸡

蛋三个菜，配上蒸馍、稀饭。饭做好后，

姚姨打电话让干活的丈夫回来，三个人围

坐在小方桌前吃着聊着。从夫妻俩30多

年把一座破屋换成二层楼到几个孩子都

成家立家，一顿饭从尴尬“反转”到温暖。

吃过饭，贾宝和同伴从车里掂出来

一壶油、一袋米送给姚姨，每次“蹭饭”

后，他们都会这么无偿赠予。一个不要，

一个非给……撕拽了好一会儿，贾宝以

还会来吃饭为由，说服姚姨和丈夫收下

了米、油。离开时已是下午 1点多，艾超、

桂洋、魏君政找地方各自吃了一碗烩面，

算是中午饭。

这是贾宝和同伴拍的第 17期蹭饭故

事视频。28岁的贾宝是鲁山县张官营镇

人，做过书店会员管理员、健身房销售，

开过健身房、家政公司。如今，他在张官

营镇营北村扶贫车间帮助哥哥经营面条

厂。这期间，贾宝发现自己对农村生活

很感兴趣，“平常关注最多的就是三农方

面的信息”。于是，他拉上三个志趣相投

的伙伴艾超、桂洋、魏君政，在抖音平台

开设了“小宝蹭饭寻故事”的账号，定期

更新与乡村生活有关的故事。

做视频将近三个月，贾宝坦诚，收获

了很多，但也很困惑。“很用心地在做内

容，不被认可，关注度也不高。”贾宝四人

开始怀疑做下去的必要。

贾宝说，后来，同镇的一个哥告诉

他，平观新闻的民呼必应通道可以反映

民生民情，建议他试试看能不能收到回

复，帮助他一块儿做。

3月 9日晚 10点多，贾宝下载了平观

新闻客户端，并在 12345民呼必应平台的

文明城市创建通道表达“想为家乡代言，帮

助家乡农副产品（让更多人看到）”的愿望。

3月 11日上午 8点多，平台受理了贾

宝的诉求，并回访贾宝了解情况。

3 月 14 日，鲁山县热线办回复了贾

宝的诉求：鲁山县热线办工作人员已跟

反映人沟通，关于反映人想要拍摄一些

有关乡村振兴和励志题材的宣传片，已

向其提供了宣传部的联系方式。

“我很喜欢拍摄乡村主题故事。现在

的乡村变化很大，我想通过视频让更多人

走进平顶山的乡村，知道平顶山的故事，

为家乡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贾宝说。

“另外，如果你在外打工，不方便经

常回来，我们也很愿意通过‘蹭饭’的形

式，帮你探家看望父母。”贾宝补充道。

（本报记者 王代诺 毛玺玺）

小宝来“蹭饭”

市 12345 民呼必应各平台

来电诉求简报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记者

3月 31日从市招办获悉，今年我

省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生国家

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

专项计划，符合条件的考生应按

照要求进行资格审核。

从 2023 年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起，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

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

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国家专项计划的实施区域

为国家划定的 38 个县（我市鲁

山县在列）。考生须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地

连续 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

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已参加

2022 年统一高考报名且通过报

名资格审核。

高校专项计划实施区域共

53 个县（我市鲁山县和叶县在

列）。考生须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

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

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

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

续 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已参加

2022 年统一高考报名且通过报

名资格审核。

地方专项计划实施区域为

我省所有农村考生，考生须同时

具备下列条件：本人及父亲或母

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我省

的农村；已参加 2022 年统一高

考报名且通过报名资格审核。

按照要求，国家专项、地方

专项计划在考生高考报名时已

进行资格条件申报，现进入资格

审核阶段。高校专项计划由考

生于 4 月 25 日前在中国高等教

育学生信息网“阳光高考”招生

信息发布及管理平台进行报名

申请。5月 20日前，县、市、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完成申请考生的

基本条件审核。

高招专项计划报名资格审核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民峰）3 月

31日，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传

来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该中心聚焦企业需求，创新评标

专家劳务报酬线上支付方式，进

一步提升服务效率，防范交易项

目评标劳务报酬发放过程中存

在的廉政风险，为持续打造公开

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提供

坚实保障。

“推行评标专家劳务报酬线

上支付后，评标结束后，评标专

家只需提供银行账号，代理机构

将在三日内向评标专家支付劳

务报酬，实现评标费用发放标准

可核、流程可溯、痕迹可查。”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说。

代理机构锐驰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马腾表示，这

项功能有效规避了过去线下支

付过程中直接接触、“讨价还价”

等问题，而且支付系统优化完善

得很到位，标准清晰明了，操作简

单流畅，解决了代理机构在评标

费用支付环节的难题，促进公共

资源交易越来越规范化、透明化。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传来消息

评标专家劳务报酬实现线上支付

贾宝在被“蹭饭”人家择菜 本报记者 王代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