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27日11时在修武县人民

法院三号法庭公开拍卖修武县粮食局城镇粮油供应站全部破
产财产及土地使用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26日17时前将保证金交至
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竞买不中者，保证金于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0391）3697989 13526156667
办公地址：焦作市龙源湖国际广场北门5112号

焦作市嘉瀚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地址：焦作清适美视光中心
电话：15938180116

恭贺清适美镜片
获得防控近视专利
专利号：ZL201721808835.5

广告

拍卖公告
中拍协“A”级拍卖企业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诚信示范单位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27日9时在河南省修
武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修武县红利来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及土地使用权；
2.修武县商业楼破产财产及土地使用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25日17时前个人请携带有效本人

身份证件；单位请携带有效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
身份证件和竞买保证金到焦作市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竞买不中者，竞买保证金于会后3个工作日后全额无息退还。

预展时间：公告之日起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时间：2019年1月23日至1月25日
咨询电话：（0391）2636000 18639103555
公司地址：焦作市示范区玉溪路1096号科技总部新城东区6号

商业办公楼1号房3楼
焦作市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月10日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A”级资质 诚信示范单位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27日10时在修武县人民法院三
号法庭公开拍卖修武县五交化公司全部破产财产及土地使用权。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18日9时30分在我公司太极体
育中心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塔南路与工业路交叉口东北角临街一层13套房产，每套建筑
面积分别约16㎡至200㎡不等；

2.人民路与民主路交叉口西南角农信小区商业用房和地下车库；
3.中站和美小区的房产；
4.福田汽车配件。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将保证金交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

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中者，保证金于会
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0391）3996565 15903911066
办公地址：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月10日

我公司“河南远润循环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万吨新型水处理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基
本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开环
境保护信息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建设性质
项目名称：河南远润循环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20万吨新型水处理剂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焦作市中站区雪莲路（西王封村北）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

baidu.com/s/1KnYjz6c9tFcmSR2bxwz3Sw
同时，企业已在焦作市远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jzyrhbkj.com/”对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进行告知。

2.《河南远润循环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
吨新型水处理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纸质报告书已放至公司研发部办公室,公众可
以联系相关人员进厂查阅。

三、公众参与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四、征求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形式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本项目建设所影响到的

公民、法人、组织等。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进入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下载附件），并采取发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对建设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提交给我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信息公开后5天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远润循环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焦作市中站区雪莲路（西王封村北）
联系人：于志洋 联系方式：17739155179 邮

箱：hnyrxh@126.com

河南远润循环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新型水处理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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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区Life

新华社郑州1月9日电
（记者桂娟、李文哲）记者从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河南将举办公共文化活动5.8
万场以上、非遗展演展示活
动 1836 场次，喜迎 2019 新
春。不仅有戏曲、小品等精
彩节目走进基层乡村和社
区，逛庙会、看灯展、品小
吃……各大景区也将开展文
旅活动，并推出惠民措施，
为群众提供丰盛的节日文化
大餐。

据 介 绍 ， 以 “ 春 满 中
原 老家河南”为主题，系
列活动将从农历腊月初七（1
月12日） 持续至农历二月二
十五（3月31日）。活动持续
时间长、涉及地域广，主要
包括“春满中原”系列主题
活动、优秀主题文艺演出和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
层”活动、“红红火火过大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
演活动、“过大年回老家”文
化旅游活动等。

为提供优质便利的游玩
体验，河南各大景区在春节
期间推出百余项惠民措施：
乘坐高铁到洛阳的游客，均
可享受洛阳35家景区门票半
价优惠；尧山、老界岭等景
区门票免费；云台山、中原
大佛、青天河等景区门票
半价；伏牛山滑雪场、木札
岭速龙滑雪场、神灵寨滑雪
场等景区均有优惠滑雪活动
等。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组建后首次举
办大型活动，“诗与远方的结
合”将更好地把河南丰厚优
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
爱的文旅活动，惠及八方游
客。

河南将办万场文化活动闹新春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夯实我市养
老服务基础，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近日，我市印发通知，实施
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两年行动计划 （2019—2020）》，
力争通过两年努力，到2020年全
市基本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两年行动计划的发展目标
是：养老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
社区，90%以上的乡镇 （街道）
和 60%以上的农村 （社区） 建设
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和站点。生活照料、
家政服务、医疗康复、文化娱
乐、精神慰藉、应急救助等基本
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人。加
快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优化养
老床位结构，重点保障高龄、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需
求。从 2019 年起，一年大提升，
两年大变样，力争通过两年努
力，到2020年全市基本建成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新建（改建）107个城市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
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鼓励社
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全市
各类养老床位数由 16800 张增长
到 22600 张，达到每千名老年人
40张以上，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机
构床位的 30%以上，医养结合覆
盖全市所有养老机构。创新“互
联网+”智慧养老模式，12349居
家养老服务网络覆盖全市所有居
家老年人。规范各类养老服务机
构管理，养老服务标准化覆盖全
市所有养老服务机构。

两年行动计划主要任务包括
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推进城市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全覆盖。在现有72家日
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全市所有社区都建有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不断优化养老服
务资源，逐步完善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拓展日间照料中心功能，

建设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
辐射周边社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

二是推进农村千人以上村幸
福院建设全覆盖。在全市进一步
推广武陟慈善养老经验，助力脱
贫攻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把
闲置的旧校舍、村委会、民房等
加以改建装修，建设包括日间照
料中心、托老所、老年餐桌、老
年活动站等在内的农村幸福院，
重点解决农村低保、独居、留
守、建档立卡贫困老人等困难老
年人的养老问题。

三是推进智慧养老服务网络
全覆盖。以我市成为首批国家智
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为契机，不
断推进“互联网+养老”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 12349
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为依
托，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
养老服务网点为支撑，通过互联
网、物联网和智能终端有效衔接
各类养老服务。

四是推进养老服务示范全覆

盖。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
导社会力量、资本参与公办养老
机构改革。市本级要推动市福利
院老年公寓楼项目与蕾娜范集团
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打造集老年
人养老养生、医疗保健、康复护
理、培训教学等多元化服务为一
体的焦作养老服务旗舰品牌。充
分发挥武陟县养老中心、中站区
爱仁居幸福园等养老机构的辐射
带动作用，示范引领全市养老服
务发展。

五是推进养老机构医养融合
全覆盖。支持养老机构开办老年
护理院、康复院、安宁疗护中
心、医务室等医疗机构，鼓励医
疗机构将护理服务延伸至老年人
家庭。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
资源，推动大型医疗、康复护
理、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之间的有效互通转接，为老
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
理、稳定期生活照料等健康养老
服务。鼓励养老机构就近同医疗
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医疗机构为

养老机构老年人开辟绿色通道，
及时进行医疗诊治服务。养老机
构设置的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
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
围；医疗机构设置的养老机构，
符合条件的享受养老机构各项补
贴。

六是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管
理全覆盖。建立养老服务第三方
监督管理制度，推动养老服务质
量认证，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机
构安全管理工作，建立民政、食
品药品监管、质检、消防等多部
门合作机制，预防养老机构消防
安全事故发生。

七是推进养老护理员培训全
覆盖。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
纳入城乡就业培训体系，组织开
展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相关职
业技能培训。推进养老服务机构
纳入护理类专业实习基地范围，
加强养老服务职业教育，加快培
养老年医学、护理、营养和心理
等方面专业人才，多层次、全方
位覆盖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

我市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两年行动计划
昨日，

记者从市
气象局了
解到 ， 今
明后三天

无降水，气温有所回升。该
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朋友，
根据天气变化适时添加衣
物，以免感冒影响工作和学

习。
我 市 具 体 天 气 预 报 如

下：10 日，多云，偏西风
2～3 级，气温-6℃～4℃；
11 日，多云，偏东风 2～3
级 ， 气 温 - 5℃ ～6℃ ； 12
日，多云到晴，西北风2～3
级，气温-4℃～8℃。

许明霞

今明后三天无降水
气温有所回升

昨日，记者从市人才交
流中心了解到，明日该中心
将举办焦作市重点企业专场
招聘会，想找工作的高校毕
业生别忘了去看看。

据了解，预计有50多家
单位参加此次招聘会，提供
岗位 1200 多个，涉及机械、
化工、电气、建筑、酒店、
旅游、市场营销、金融、餐
饮、计算机、财务、技工、

操作工等行业。
据悉，此次招聘会举办

地点在人民路中段 809 号阳
光大厦 B 座展览中心三楼。
求职者可登录天纵英才网
（www.tzycw.com.cn）免费进
行求职登记并查看更多招聘
信息。另可通过微信关注“焦
作人才”（微信号：JZRC0391）
了解更多招聘信息。

许明霞

明日有场招聘会
提供岗位1200多个

问题提出：付先生
问题陈述：近期打算在市区

买一套面积稍大的住房，需要办
理公积金和商业银行组合贷款，
想咨询申请个人住房组合贷款需
提供哪些材料？

行动记者：李 秋
行动结果：针对付先生提出

的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据介

绍，个人住房组合贷款就是公积
金贷款和商业贷款同时使用，一
般是在个人贷款超过当地规定的
公积金贷款的最高上限才使用
的。付先生在申请个人住房组合
贷款时需要提供购房合同、首付
款票据、身份证、结婚证、薪资
证明、银行流水等资料，具体问
题可拨打电话12329进行详细咨
询。

申请个人住房组合贷款
需提供哪些材料

问题提出：白女士
问题陈述：我一直在佛山做

生意，近期打算和家人一起去香
港，发现港澳通行证需要续签，
想咨询一下，办理港澳通行证续
签本人可以不到场吗？需要哪些
手续？

行动记者：李 秋

行动结果：针对白女士反映
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市公安
局出入境大厅的工作人员。据介
绍，港澳通行证续签可以委托亲
属、朋友办理。续签时需要提供
港澳通行证件、委托书、被委托
人身份证到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
办理。

办理港澳通行证续签
本人可以不到场吗

本报讯 （通讯员张玮） 近
日，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案件侦
办大队经过近一个星期的缜密侦
查，成功侦破一起以与老年人婚
恋为由骗取钱财的系列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 1 名，破案 10 余
起，涉案价值10余万元。

2018 年 5 月 2 日，该所案件
侦办大队接到谷某报案称：其因
丧偶，经人介绍与一约60岁左右
男子认识。后该男子以做佛像生
意需周转资金为由拿走其工资
卡、身份证，并在盗取其退休工

资约 18000 元后失去联系。接警
后，该所迅速组织专案组开展调
查，最终确认犯罪嫌疑人为牛某。

民警经过调查获悉，2012年
以来，犯罪嫌疑人牛某以谈恋爱
为名，先后骗取10余名65岁以上
女性钱财，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
元。为了避免更多人受骗，该所
立即安排抓捕工作，最终在山阳
建国饭店附近成功将嫌疑人牛某
抓获，当场搜查出诈骗得来的钱
款8000余元。经讯问，犯罪嫌疑
人牛某对其诈骗10余名受害人共

1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牛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定和派出所侦破
借婚恋骗取老年女性钱财案

招聘信息

活动提醒

近日，沁阳市一家新建小区利用人工造雪机，在该小区打造
“雪乡”风光，成为当地一处独特的风景。图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在
拍摄“雪景”。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进入1月份以来，解放区陆续在100余个居民小区安装500余个“宠物方便箱”。“宠物方便
箱”里面是居民、志愿者折叠放好的卫生纸、废旧报纸、广告纸、垃圾袋等物品，小区居民遛狗
时，随手可取，让宠物主人出门遛狗更方便、更省心。

图为解放区焦西街道电建社区志愿者在向“宠物方便箱”里存放卫生纸和垃圾袋。李良贵 摄

文明养犬构建和谐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