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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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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0、11版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聘中医主治医 13526715865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转让物资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

抵押贷款

●贷款56777787手续简便欠款
房再贷新老房车银行息额高

●身份证房车贷款快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执照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工商注册记账15903639100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资质快办咨询
建筑●水利●电力 55259709
市政●公路●通信 55259239
机电●消防●照明 55259671
钢构●防水●环保 55259670
输变电●装修装饰 55259675
“证书●资质”
质监建筑咨询 13523095028
接同行资质
88887170 房 产 劳 务 物 业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22号 洛阳市“拥军八姐妹”
志愿服务队（团体）

1948年，解放洛阳的战斗中，
有一支部队骁勇善战，立下赫赫
战功，后来被命名为“洛阳营”。
当时，为支援前方，吴素珍等八姐
妹组成了一个服务队，冒着枪林
弹雨送医送药。几个月时间里，

“八姐妹”与“洛阳营”建立起的深
情厚谊，被官兵们牵挂于怀、铭记
于心。从此，“拥军八姐妹”用暖
暖的拥军情谊，与“洛阳营”结下
了深情厚谊。67年来，从最初八
个人的拥军组织发展为800多人
的拥军团队，多年来，该队曾荣获

“洛阳市十佳志愿服务集体”、“洛
阳市爱国拥军先进集体”等多项
荣誉。

一、纸质投票
1.候选人事迹及纸质选票刊登

在12月22日的河南日报、大河报、
东方今报、河南商报、河南法制报、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以及各省辖市
党报或都市报上。

2.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序号后□
中打“√”，每张选票限选个人 10
人，集体1个，多选无效。

3.邮寄地址：郑州市郑花路18
号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感动中
原”组委会办公室（收），邮编：
450008。

4.选票复印无效。
二、网络投票

登 录 感 动 中 原 官 网（www.
gandongzhongyuan.com）, 大 河 网

（www.dahe.cn）进行投票。
关 注“ 感 动 中 原 ”（ID：

GDZY-TB）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投
票。
三、注意事项

1.投票过程中严禁刷票、票数
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将视为废
票。

2.投票截止时间：2015 年 12
月28日24：00（以当地邮戳为准）

15号 胡宏顺，64岁，洛阳
市伊滨区寇店镇杨裴屯村村
民。

1996年，45岁的胡宏顺
在自家面包车挂上红色横幅

“70岁以上老人免费搭车”，20
年来，胡宏顺坚持免费接送老
人，冬夏轮回、风雨无阻，为了
更好地把爱心延续下去，他已
经更换了3辆面包车，先后接
送老人4000余次，其先进事
迹曾被大河报、洛阳日报等多
家媒体报道，曾入选“河南好
人榜”。

他被当地群众誉为“爱心
的哥”、“爱心顺风车司机”。

16号 赵松武，83岁，民权
县北关镇李馆村村民。

1944年，年仅12岁的赵
松武参军，1948年入党，当过
侦察兵、骑兵，挖过地道，参加
过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李馆地道
曾以著名的李馆地道战闻名
全国，赵松武的许多战友都牺
牲在那里。抗日战争胜利后，
当地政府在地道遗址附近为
牺牲的烈士修了墓立了碑。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年久失
修，地道及烈士墓毁坏严重。
1990年，赵松武在烈士墓旁建
了一间简易的小房子，背起铺
盖搬了进去，这一守整整守了
20个年头。

赵松武曾被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17号 党永富，49岁，西华
县西华营镇西华营村村民。

党永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
民，他用20多年的实践，撰写出
《土壤污染与生态治理》个人专
著，已列入联合国人居署青年技
术培训教材。

目前，党永富已开展公益性
无偿救助显性药害面积800多
万亩次，十年间累计为农民挽回
损失200多亿元；推广预防除草
剂农药污染田块8000多万亩次
……党永富曾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国际环境安全一等
奖”、“中国2014年度十大三农
人物创新奖”、“2015年中原环
保人物奖”等荣誉称号。

18号 郭春鹏，39岁，方城
县杨楼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师。

1997年，郭春鹏以“省级特
优生”的殊荣毕业，选择到家乡
最偏远的山村支教。

1998年12月21日清晨，郭
春鹏所在的学校正准备进行升
旗仪式时，旗绳突然被拉断了，
郭春鹏就拉开学生自己爬了上
去。谁知道刚爬到旗杆顶端，旗
杆突然拦腰折断了，他被摔成了
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身瘫痪。郭
春鹏没有放弃自己的教育理想，
积极治疗，拼命锻炼……两年
后，他奇迹般站了起来。他迫不
及待地回到学校，激情满怀地开
始工作。

郭春鹏曾荣获“全国岗位学
雷锋标兵”、“全国先进工作者”、

“河南最美教师”、“南阳市师德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19号 黄伟，45岁,商丘市
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

黄伟爱好冬泳，2008年 5
月，他发起成立了商丘市水上
义务救援队并担任队长。七年
来，义务救援393次，成功挽救
了 56 条生命。2014 年 9 月 5
日，黄伟为北京一位白血病患
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
为河南省第446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黄伟先后荣获“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
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
奖”、“河南省首届十大杰出志
愿者”、“中华骨髓库五星级志
愿者”、“商丘市文明市民标兵”
等荣誉称号。

20号 鲁朋飞，生前系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学院某
训练基地飞行学员，博爱县磨
头镇人。

2011年9月鲁朋飞招飞入
伍，2014年 9月转入海军航空
兵学院学习飞行，多次在部队
组织的各类竞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2015年5月13日，在飞行
训练中，鲁朋飞驾驶飞机执行
训练任务时，飞机在空中突发
重大险情，为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他舍命驾机转向，
避开人口密集区域，随后以较
大俯角坠向地面一片树林并起
火，由于高度过低处置时间短
促，无法跳伞，鲁朋飞献出了自
己年轻的生命，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

21号 郑州侦破“1999·12·
5”特大抢劫案件专案组(团体)

1999年12月5日19时20分
许，四名犯罪嫌疑人持左轮手枪
进入郑州市合作银行管城支行中
药城批发市场分理处，持枪将营
业大厅一名保安致伤，并用铁锤
将银行营业柜台上方的防弹玻璃
砸破钻入营业室内，并开枪击伤
一名营业员，抢走银行存款208
万余元后逃窜。苦于当时侦查技
术手段的制约，该案并未取得突
破性进展。2015年 10月24日，
历经16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
段，将震惊全国的“12·5”特大持
枪抢劫银行案5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获归案。

投票方式

（上接A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