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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南粤某丛林地
带，一场迫击炮实弹射击训练
悄然开始。“锁定目标，发射！”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嘭”的
一声巨响，目标被摧毁。

担任此次任务指挥员
的，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第
七支队火力中队指挥班班
长、32岁的周口淮阳籍战士
葛俊伟。“我从小就崇拜军
人、向往军营。”在葛俊伟的
讲述中，12年前选择参军不
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

入伍之初，看到老兵们
一身的武艺和本领，葛俊伟
羡慕极了，内心深受触动。
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与时间赛
跑，和自己较劲。别人练1个
小时，他就练3个小时；别人

跑 5 公里，他就跑 10 公里
……那段时间，他经常是伤
口连着伤口、血泡中带着血
泡。新训结束考核，葛俊伟
的综合成绩名列前茅，5公里
武装越野更是中队第一。

“好兵就要迎难而上，敢
于挑战。”有了这段刻骨铭心
的记忆，葛俊伟在精武强能
路上奋勇向前：在全师举行
的比武场上，拿下多项第一；
在华南兵种协作区比武赛场
上，他以绝对优势夺取指挥专
业第一；在参加海关执勤时，
他协助海关人员破获多起违
禁品走私案件；在参加某地区
的维稳驻训时，他多次出色完
成安保任务，被授予“驻训维
稳先进个人”称号。

2015年，华南地区遭受

持续强降雨袭击，正在休假
的葛俊伟，毅然决然地放弃
了和家人团聚的难得机会，
迅速返回部队，奔赴抗洪一
线。一到任务点，葛俊伟甩
开膀子，率先跳入水中，打
桩、填沙袋，一干就是几天几
夜，因过度疲劳，几次险些栽
进水中。“他有血性、敢担当，
在急险任务面前从不退缩。”

提起葛俊伟，中队长周峰感
触颇深。

从军12年来，葛俊伟荣
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获嘉奖两次，并入选武警优秀
人才库。他说：“我会继续在
部队服役，把自己在部队中练
就的过硬本领、积累的丰富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战
友，为部队建设再立新功。”

本报讯 7月30日，第31
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
幕。活动吸引西班牙、法国、
荷兰、美国、德国、瑞典、以色
列、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等10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全
省18个省辖市503家企业参
展。展会期间将举办中外洽
谈、招商引资、高峰论坛、专
题学术报告及论坛等20余场
丰富多样的活动。预计参
会、参观人数近10万人，是一
届展览档次高、规模大、活动
内容丰富、参观人员众多的
畜牧业盛会。

今年的展会将重点打造
具有国际较高水准、瞄准产
业技术前沿的系列畜牧产业
高峰论坛，聚焦猪牛羊禽产
业发展，以权威政策解读、前
沿科技传播、热点问题分析
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1989年以来，我
省以交易会为平台，以“让世
界了解河南畜牧业，让河南
畜牧业走向世界”为主题，已
连续30年成功举办了中原畜
牧业交易博览会。大会拥有
庞大的信息、贸易和文化内
涵，影响力深远，展会品牌响
亮，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畜牧
行业综合性展会，是国内外
相关企业进军中原畜牧市场
的重要平台。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
亩,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

售，电话：180037111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招商

●除甲醛招商加盟

电话：15038369133
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国寿财险豫BQ6265商业险单
遗失(证号:1810458446),声
明作废。

●郑州伟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郑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二七

区德化街1号豫（2017）郑不

动产权证第0021689号第00
21688号遗失，声明作废。如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本人季翠遗失由河南金湖建

设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2018年12月9日收据号0000
646,金额壹万元整)以上收据

声明作废,如后期出现上述收

据相关经济纠纷,与河南金湖建

设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 遗失声明

声明:鹿邑县时刻通讯服务

中心公章遗失,特声明作废

●郑州运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姓名郭柯娜，女，身份证

号410326197810080064，桥
梁工程师证书，编号YQYG(15)0
15，2015年6月15日取得，2019
年5月丢失，特此公告。

●郑州影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
976655509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正副本）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泰达尔经贸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170212
0909200009595核准号：J4910
002308103开户行：工行郑州

福华支行，声明作废。

●张海栋，身份证号：37132319
851209551X,由十八里河派出
所开具编号为19366715的准
迁证丢失，特此证明。

●洛阳市创新彩钢有限公司公

章4103050098864遗失作废

●米广霞，河南省专业技术人

员任职资格证书丢失，编号

C01904080300288声明作废

●前进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巩义

分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

代码G1041018101576970
A声明作废

●刘明汉遗失碧源月湖桂园(房
号 12-1-1101)房款收据一份,
时间2018年8月27日,票号4216
728,金额65万元整,声明作废。

●业主陈彦朋、曹佳佳,在新乡

平原新区恒大御景湾购买53楼-
1501室,认购书丢失,特此声明

●本人姓名蔡小英，女，身份证

号 410325197005292041，桥

梁工程师，证书编号为YQYG
(015)012，2015年 6月 15日取

得，2019年5月丟失，特此公告。

●河南省康丰医药零售有限公

司郑州长丰大药房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丢失，证号:41010
5400515272，声 明 作 废 。

●郑州市郑东新区通鑫建筑设

备经销部通用机打发票遗失，

发票代码 141001420043 发

票号码 51959504 声明作废

公告

●郑州高新区美泓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10101MJF752815W),经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中

心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中心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中心清

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高新区泓泉爱心社会服

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
410101MJF752815W),经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中心

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中心此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到本中心清算

组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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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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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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47825 67425030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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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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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畜牧业
交易博览会
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李谢雨

葛俊伟：淬火成钢当尖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李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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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俊伟资料图片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从军报国，他们
是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退
役复员，他们是时代发展的
中流砥柱。7 月 30 日晚，

“出彩河南人”之首届最美
退役军人宣传推介活动结果
揭晓，25位退役军人获此殊
荣，收获“最美礼赞”。省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
秋，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
凌，省政府副省长舒庆，省
军区副政委、少将刘业峰等
出席发布仪式。

当选“出彩河南人”之首
届最美退役军人的人员分别
是：马步青、王多义、亓国杰、
王国顺、史培西、吕秀彦、刘
淮、杨少民、张平洋、李应贤、
陈金莲、张琪、陈鑫垒、郑玉

海、金海江、贺民楠、赵金豹、
郭晓建、郭志社、温飞、董林
伟、蔡友明、蔡旭芝、裴战国、
薛德龙。

他们中，有的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有的致富后不忘
乡邻，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有的退役后勇于创新创业，
闯出人生新天地；有的一腔
赤子情怀，承担更多社会责
任……其中，退役军人张琪
不幸离世后，妻子不忘和他
的“美丽约定”，帮他实现愿
望捐献遗体器官、回报社会
的故事，更是催人泪下，彰显
了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大爱
情怀和奉献精神。

“我要把生命中的最后
一滴鲜血，献给祖国和人

民！”仪式现场，85岁高龄的
退伍老兵陈金莲一番激动又
深情的告白，道出了众多退
役军人的心声，赢得了台下
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活动最后，多位退役军人
齐声喊出最响亮的口号：我们
是光荣的退役军人，初心不
改，使命不忘，忠于祖国，忠于
人民，永远冲在最前方！

据了解，“出彩河南人”
之首届最美退役军人宣传推
介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
办，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协办，河南广播
电视台公共频道承办。活动
以全省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优

秀退役军人为候选对象，通
过单位推荐、严格筛选、集中
展示、网络投票以及组委会
综合评定，最终推选出25名

“出彩河南人”之首届最美退
役军人。他们是全省退役军
人的优秀代表，反映了广大
退役军人立足各行各业、积
极投身改革开放时代大潮、
永葆本色、奋发图强的优秀
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激励
着广大退役军人在不同的人
生阶段和工作岗位上，砥砺
奋进、无私奉献、造福社会，
争做出彩河南人。

据悉，该活动发布仪式
将于8月1日“八一”建军节
当晚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
频道重要时段首播。

“出彩河南人”之首届最美退役军人揭晓——

致敬最美！永远冲在最前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