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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3日上午，
开封职教园区里的河南化工
技师学院迎来一位白发苍苍
的长者——2017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德裔美籍学者约
阿希姆·弗兰克先生。应邀
来河南大学访问的弗兰克先
生，偶然听说开封有中国唯
一的电子显微镜博物馆，于
是在紧张的行程中挤出时
间，一睹“芳容”。

一走进中国电子显微镜
博物馆，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
来。他看到了“老朋友”——
静静陈列在展馆中的一台台
电子显微镜。2017年，正是
凭借在冷冻电子显微镜领域
的卓越成就，弗兰克获得举世

瞩目的诺贝尔奖。
电子显微镜俗称电镜，是

人类研究微观世界的利器，将
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医学、
材料学等领域的研究拓展到
了原子级别。

河南化院青年教师、毕业
于北京大学的郭运波博士全
程为弗兰克先生讲解，一老
一少边走边看，聊得火热。
在博物馆，弗兰克惊喜地发
现了11年前他在北京参加电
镜学术会议的老照片，还亲
身体验了校企合作研发的
VR模拟教学。他灵活操纵
电子感应手柄，将屏幕上的
虚拟电镜器件组装起来，像
个老顽童兴奋地冲着屏幕挥

拳大喊：“我成功啦！”
在英国利兹大学和美国

芝加哥大学捐赠的电镜前，弗
兰克驻足细看。馆长郭新勇
会心一笑：“很多著名科学家
都在这两台设备上工作过，其
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

郭新勇是博物馆创办人
之一，也是国内电镜行业知名
专家，馆中很多藏品都来自他
的搜集。2012年，他促成中
镜科仪与河南化院的校企合
作，创办了中国唯一的电镜专
业。如今，这个曾鲜为人知的
专业已成为大热门，学生入校
时就被抢订一空。

“中国科技创新脚步越来
越快，技工院校不仅要为产业转
型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还要为
中国科技事业培育新型大国工
匠。”院长杨箴立说，“国家需要
的，就是我们的培养方向。”

当得知河南化院有177
名毕业生在北大、清华、中科
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电镜平
台上工作时，弗兰克连声称
赞。他说：“电镜操作维护方
面的技术人才特别缺乏，欢迎
你们的毕业生将来到国外高
校和科研机构工作。”

原定半个小时的参观不
知不觉中拉长一倍。恋恋不

舍告别博物馆，这位诺贝尔奖
得主在留言簿上写下此行感
受：“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这
么大一个惊喜！”

中国电子显微镜博物
馆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第七
大街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校
园内，是国内唯一以电子
显微镜为主题的公办博物
馆，也是开封市青少年科
普基地。

作为中国唯一的电镜
博物馆，这里收藏了海内
外捐赠的3000多件藏品，
包括 23 台来自世界各国
不同时期的电镜，每一件
都由工作人员燕子衔泥般
辛勤搜集而来，不仅记录
了电镜的近百年发展史，
也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在电子显微科研领域从
无到有的风雨历程。

博物馆不收门票，面向
中小学生及市民免费开放，
可在周末预约集体参观。

畅游中国唯一的电子显微镜博物馆

诺贝尔奖得主在开封收获惊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联胜

中国电子显微镜
博物馆

郭运波博士为弗兰克先生讲解。 尹杰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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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出租招租

●政四街空房交通便利,适合办

公13503820023(65932777)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开封滴查商贸有限公司(9141
0205MA4765FP78)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 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河南悦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悦如公司）的投

资人已发生变更，各位在20
19年9月30日（含当日）之

前发生、且悦如公司尚未清

偿完毕的悦如公司债权人，

请见到本公告后立即联系悦

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志刚

13633821792，悦如公司将

妥善作出安排，充分维护广

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声明

●翟国民遗失机动车合格证一

份，厂牌型号:炫威牌DHW71
51RUCSF,合格证号:WAC3250
03514901,发动机号码:911102
2,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码LV
HRU1826L5011026,声明作废。

●陶铭遗失河南省美景之州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首付

款发票，发票代码41001613
50，发票号码00391742，金
额152958元，开票日期为20
17年9月18日；贷款发票，发

票代码4100162350，发票号

码11041205，金额151000元，

开票日期为2017年12月23日，

税号同为4113281991082300
45，声明作废。

●郑州圆满殡仪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91410100MA3
XEN4C56遗失，声明作废。

●赵方方遗失鹤壁职业技术学

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

证,证书编号12793520030600
0292，NO.01739094声明作废。

●郭世凯，河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遗失,编号:1378
91201206000970,声明作废。

●河南腾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4101050114
427）遗失，声明作废。

●新世纪女子医院杨平，医师

资格证（编号20074111041
3022750715044）及医师执

业证书（编号：1104105001
656）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芦月影在郑州西联置业有限

公司房款收据，收据号0013
401,金额153900元,大写:拾
伍万叁千玖佰元整,销售折让

8100元，大写:捌仟壹佰元整，

开具日期2019年1月28日,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华夏中医白癜风医院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新郑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910023516203,帐号17
02420109200042841，声明作废

●范田田2018年7月毕业于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档案学专

业,本科毕业证与学位证遗失

证书编号104851201805002087
,1048542018002087声明作废

●叶思雨房产证丢失，产权证

号:1101056270,房屋坐落:金
水区文博东路4号院宇泰文博

公寓1号楼1单元21层2102号,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构将予以补发。

●叶冠阳房产证丢失，产权证

号:1101052978-1,房屋坐落

:金水区文博东路4号院宇泰

文博公寓1号楼1单元21层21
03号,特此声明。如无异议，

发证机构将予以补发。

●徐娜娜遗失郑州正商城2016
年7月2日开具车位款收据号码

1103640金额150000元声明作废
●开封百夺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法人章（周俊伟）和财务专

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冯钜杰上牌押金收据(号0493
657金额1000元)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871553,姓名孔

子岩，出生日期为2017年2
月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高德河遗失河南省专业技术

人员任职资格证书(中级),证
书编号C07070150900739，工
作单位：河南省华中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润益佳超市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
0101600089256声明作废。

●尚秋云遗失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开具的医疗住院发票一份

，姓名：刘志刚发票号：02
78965金额：7638.80声明

原发票作废。

●河南省中原循环经济技术研

究中心因保管不善遗失2005
年10月至2013年12月财务凭

证，期间的财务凭证声明作

废，此后因2005年10月至20
13年12月财务凭证所产生的

法律责任由时任法定代表人

高颖负责。

●遗失声明:王萍牟房权证字

第1501103034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巩义市业豪炉料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81776539
839N)、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05326301,开户行:中国

农业银行巩义市支行大峪沟

营业所,账号160209010400
04207)、中国农业银行河南

省分行银行印鉴卡片企业留

存联、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1018100532630A)公章

(4101810061407)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914101817765
39839N)和法人章,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尚艺造型美发店营

业执照（注册号411002604139
859）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董家琪遗失士官证，证号士

字第201643223，声明作废。

●沈利娜不慎将邢台市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

毕业证遗失，编号1288412
00706001793，特此声明。

●编号为R410188202，姓名为

孙曦越、编号为R410188203，
姓名为孙越彤，出生日期均

为2017年11月20日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天驷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在郑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开立

的基本账户，账号：008020
11400000129，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910070501001,开户

许可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杨丽00188112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竹林恒源家饰店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572
0910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市竹林

分理处，账号：160206010
40002702）丢失，声明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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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本报讯 滴滴顺风车回
归。11月6日，滴滴发布消
息称，11月20日起，该公司
旗下顺风车业务将在哈尔
滨、太原、石家庄、常州、沈
阳、北京、南通7个城市上线
试运营。试运营期间，将在
这7个城市首先提供5:00~
23:00（女性5:00~20:00）、
市内中短途（50公里以内）
的顺风车平台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滴滴顺
风车首批重启城市中不包括
河南省内城市。滴滴在接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
访时回复，暂无第二批城市
开放时间表，将根据首批试
运营城市的用户反馈，持续
优化产品，改进方案，之后再
做决定下一步开城计划。

滴滴顺风车逐步回归
女性乘车限晚8点前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杨霄

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