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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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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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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求购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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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转让物资设备

●转让7成新杭州科兴水处理

和广州达意隆罐装设备各1套
037160311888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国有工业用地寻求合作

标准厂房租售18637101529

公告

●河南少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MA44Y5DK31）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陆仟陆佰

万元整减至人民币伍佰万元

整。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让饭店酒吧

●保全街300平纯一层绝佳位

置饭店转让13298158168

声明

●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733854847F）因旧公章、合同

章损坏，自2018年11月8日启

用新公章、合同章，特此声明。

●郑州诺之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因员工不慎遗失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豫

郑食药监械经营许可201808
14号，发证日期：2018年08月
08日，声明作废。

●刘曦购买新乡三联置业有限

公司郑州恒大御景湾2-801号
房所开收据丢失，编号80305
93，金额236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康爵门业商行

注册号410105601274601，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本人王德瑞，由于保管不慎，

将郑州新银科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首付款发票152889元
（票据号07897978）和维修

基金收据5113元（票据号006
46559）的票据丢失，特此声

明作废。

●河南豫剧院遗失2018年河南

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票据号码：0111055
-0111100，声明作废。

●李新宇就业失业登记证丢失，

编号4101020011003152，
声明作废。

●郑州市鼎立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002210728-1/1声明

作废。

坐出租车去存钱，身上的
4万元现金却不见了

李女士是郑州一家公司
的小职员。11月7日下午3时
45分许，她从公司财务室取完
钱出来，在公司门口叫了出租
车。当时和她一起的，还有隔
壁公司一位女士（隔壁公司的
出纳）。俩人一起拼车去银
行，路上俩人同坐后座。她上
车后，没有一直提着袋子，而
是放在了后排座。

“我俩不熟。”李女士说，
下车后，那位同行的出纳也一
起进了银行，她确定人家没有
拿。 李女士说，当时装钱的
是灰色的手提袋。

下午4时04分许，李女士
从商都路与康平路交叉口附
近的建行郑东商业中心支行

门口下车。下车后，她先去银
行办了点其它业务。

李女士称，她下车十多分
钟后，才意识到她携带的4万
元现金下车时忘拿了。据她
说，这笔钱是公司的钱。如果
找不到，她将面临很大压力。
11 月 8 日下午，她说起此事
时，“心情糟糕得很”。

多方寻找，钱还是没找到

11月8日下午2时许，李
女士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当时她坐的那辆出租车
是通过网约车叫来的，所以有
司机电话，车牌号她也记得
（豫ATX××6）。

发现钱丢后，她赶紧先拨
打司机电话咨询有无看到她
装钱的包。

“我刚开始打了三个电
话，司机都没接。后来接了，
司机是个中年女性，她说没看
到。说是在我之后，又陆续接
了三个单，问了人家，也都说
没看到。”李女士说。

无奈，11月 7日下午，发
现钱丢后，李女士在银行门口
的现场就打110报警求助。

“警方说是属于遗失，立
不了案。报警后，民警也没出
警。”李女士称，11月 8日上
午，她又专门跑到商都路派出
所，但还是被告知无法立案。
她还跑了郑州市客运管理部
门，希望能得到帮助，如调取
相关监控等。

“我咨询了，人家说没有
警方立案手续，没法调。”李女
士说，她实在不知道该咋办
了 ，“ 你 们 有 啥 办 法 帮 我
吗？”

李女士说，她希望司机能
协助她找线索，如果找到了，
她一定会重重感谢。李女士
说，她是一位刚生完孩子的妈
妈，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要
养。

如果您捡到了这笔钱，或
者知道谁捡到了，请立即与失
主李女士联系，她电话是
15136218127。

司机建议求助警方查找并
调取沿路监控

11月 8日下午2时49分
许，记者两次拨打李女士提供
的司机电话。

拨打过去，显示该号码是
出租车专车，语音提示：“您的
呼叫无法完成，请使用软件登
录的手机号拨打，行程结束或
取 消 后 您 将 无 法 联 系 对
方。”

据李女士说，当时她用支
付宝结账单时，发现那辆出租
车师傅姓柳。

随后，李女士提供了当时
那辆出租车柳师傅另外一个
手机号。

拨通后，这名姓柳的司机
说，当时李女士和另外一位女
士俩人都坐在车后座。下车
后，她往前走不到一百米，就
又有两男一女三名乘客在路
边拦车，三人从商都路与康平
路交叉口东南角上车，到正光
北街往东快到心怡路时从路
南下车。

“当时接到李女士电话
时，那三人也马上要下车，那
三人听到后，还摆摆手，意思
是没见到钱。后来人家下车
了，我就赶紧在车里帮她找，
也没找到。”柳姓司机说，李女
士下车后，她没留意车内是否
遗落财物，紧跟着的三人上车
和下车时，她也没顾上留意，

“即便留意，关键我也没权搜

人家身啊。”
柳姓司机称，她车上没安

装行车记录仪，她建议最好的
办法是求助警方查找并调取
沿路监控，或许能查到线索。
如果警方需要她配合，她肯定
会帮助寻找。

警方称，该事件属于遗失，
立不了案

“如果谁都没见，会不会
没落出租车上或者忘其它地
方了？”记者问。

“我从上出租车到车停在
银行门口我下车，就没拐路。
银行提供给我的监控照片上
显示，我进银行时就没拿那个
装钱的袋子。”李女士说。

11月 8日下午，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拨打110，并
向接警的工作人员表示想调
取事发路段沿途的监控看
看。随后，该接警民警称会让
辖 区 派 出 所 民 警 联 系 记
者。

很快，郑州市商都路派出
所一民警联系记者称，目前所
里的监控平台坏了，黑屏了，
正在抓紧抢修。此事确实立
不了案，因为不属于盗窃，属
于遗失。即便监控抢修好了，
现在郑州市区的监控也不是
全覆盖，有的属于交警用来抓
拍闯红灯和交通事故的监
控。因此，即便调取了监控也
没意义。建议按照出租车司
机提供的线路，建议去祭城路
派出所调监控看看。

在记者再次拨打110后，
很快便接到了郑州市祭城路
派出所一民警来电。

该民警称，该所和商都路
派出所属于同一公安分局，监
控都是一样的，“他们那看不
了，我们这也看不了。建议找
第一次报警位置的派出所。”

郑州一女士称，她拿着4万元现金去办事，下出租车时，钱袋落
在车上，至今没有找到。

她问司机，司机说没见。报警，警方称是遗失无法立案。她求助
客管处，被告知警方不立案没法调监控。

“谁捡了我的4万元现金？”
郑州的李女士乘出租车去存钱，下车后钱不见了；警方：该事件属于遗失，立不了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银行监控显示，李女士进银行时没拿那个装钱的袋子。（当事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