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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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政四街空房交通便利,适合办

公13503820023(65932777)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仓库出租15039090264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陈刚：本委受理申请人张伟强
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仲裁案
【（2019）郑仲案字第0683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
郑仲裁字第0683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寻亲公告:2009年3月28日上
午7点左右河南省巩义市西
村镇东村村民贺东岳在省道
237南山口桥下边捡到一个
用红色小褥子包着的被遗弃
的女婴，现取名贺梓涵，现
寻其亲生父母,有知情者见报
后请联系贺东岳。

电话13838237540
●郑州白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
A4731L2X),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李勇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200941142412828198212161
012），声明作废。

●丁海鹏遗失购房定金收据.收
据日期:2019年6月7日,收据
号0003509,定金金额壹万元

整,声明作废。如果后期出现与

此收据相关的经济纠纷与河

南金湖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郑州众翰机械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82MA3X4LL
PXK，声明作废

●河南锋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03030109233）、
财务章(编号410303010923
4）、合同章(编号41030301
09235）、发票章(编号4103
030109236)遗失,声明作废。
●谢雨桐遗失河南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开票日期2019年
10月13日，票据号码0549843，
金额4547.15元，声明作废。
●郑州尚之绣纺织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91410102MA46
4LQ637遗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城关乡黄河机械厂营

业执照正副本410121195608
08051X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胖涛干调配送中心

营业执照（注册号：41100260
4079507）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登封嵩玉花园1号楼1202户
业主范金麦装修押金条丢失

(金额2000元,贰仟元整,票号

:1031847),现登报声明。
●河南君行天下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4101030272
344）遗失，声明作废。

●范云龙，河南科技大学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专科毕业证不慎遗

失，证书编号:1046412010060
00075，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965347,姓名李

鋆帆，出生日期为2019年
9月1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潜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1410100MA4472PG1Q)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供销合

作社西关加油站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张尔浩座落于巩义市货场路

59号26幢505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城私字第527
4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
24979802开户行:工行郑州

行政区支行，账号17020291
09201120934)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迎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L-HEN01
009，颁发日期：2013年12
月19日，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闽大地矿山工程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098
5693174)公章(4101850026
004)财务专用章(410185002
6005)合同章(41018500260
06)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回郭镇财政所丢失以
下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专用票据,票据代码:豫
财410108,票据批次:NA[201
5],票据号码:1128751-1131
750,1132251-1132300,11
35101-1135150,1135301-
1135450,1135951-11377
50,1140001-1140050,114
1501-1141550,1143101-1
144550,1144601-1144650,
1149051-1149900,声明作废。
●变更声明:郑州市金水区新航
道外国语培训中心现声明举

办者变更，举办者由新航道

（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为北京新航道锦秋教育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学校举

办者变更前有债务债权问题，
学校举办者变更前的债务债
权由新航道（北京）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承担，变更后的

债务债权由北京新航道锦秋
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联系人：张丽平
联系电话：0371-65796999
●光山县胡杨化妆品店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1522MA43Q5EU74）正本遗失，
声明作废。

●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

限公司编码为4107260006293
的合同专用章即日起作废。
●李书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90011
90419303声明作废。

●武云云，河南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书丢失,编号:14
1811200906143870,声明作废。
●本人陈丽(身份证号码4127
28196912044963)将郑州
大德载物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17B-5-513号房定金款收
据（票号3006265,金额:壹
万元整）、购房款收据（票
号 1136136，金额：贰万元
整）丢失，声明作废。由此
引起的一切损失与经济纠纷
由个人承担，与郑州大德载
物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郏县彭弘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425MA475YK
R9D)公章(4104034046434)
财务章(4104034046435)法人
章(法人陈欢)遗失声明作废。
●郏县佳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425MA47
6FW40A)公章(41042500244
27)财务章(4104250024428)
徐王成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汪正全遗失2004年7月毕业
于南阳理工学院中医学专业
专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16
531200406003015,声明作废.。
●四川省岳池电力建设总公司

遗失郑州银行汝河路支行预

留银行印鉴章“四川省岳池
电力建设总公司”章(编号：
5115212000647)、“四川省
岳池电力建设总公司财务专
用章”私章“胡学华印”特

此声明作废。

“男子舍命救孩童身负重伤”追踪：赵进前被认定见义勇为，其妻乐观面对后续治疗

“自己挣钱，尽量不麻烦大家和政府”
为救一名爬上房顶的男童，在开封打工的驻马店平舆县人赵进前从近10米高的房顶上摔下，男童平安无事，赵进前却被摔成重伤。
事发后，赵进前的壮举引来爱心如潮，社会各界纷纷为赵进前捐赠医疗费用。开封市禹王台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也立即启动程序，对赵

进前的行为进行认定。11月14日上午，开封市公安局禹王台分局专程为赵进前送来证书。其妻子宋美表示，进前是做防水工程的，我慢慢
地学着做防水，自己挣钱，尽量不麻烦大家和政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郑松波 文图

回顾 为救男童 赵进前至今未醒

10月17日和10月19日，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曾先后以《为救3岁男童
男子重伤昏迷 从房顶掉下时孩子一

直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安然无恙》和
《读者、机构捐募善款爱心如潮》为题，
报道了在开封打工的男子赵进前为救
一名房顶上的男童，摔成重伤，深度昏
迷的新闻。

赵进前的事迹经过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如潮爱心。驻马店市平舆县
委、开封市总工会、禹王台区总工会、
开封市慈善总会、开封市政法委、开封
市公安局、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省见
义勇为金基会、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等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到医院
看望赵进前、宋美夫妇，并为他们带来
了慰问金，社会各界人士也通过大河
报或直接联系宋美进行捐助。截至目
前已经筹集了60余万元。

进展 被禹王台区评定为见义勇为

赵进前的英勇行为是否能被评定
为见义勇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
一。

11月14日上午，开封市公安局禹
王台分局政委王丰、机场派出所所长
王亚非一起来到开封市中心医院，给
宋美送来了见义勇为确认证书。王丰
告诉宋美：“按照见义勇为认定的程

序，进前的英勇行为被禹王台区见义
勇为评定委员会评定为见义勇为。后
续的荣誉评定和奖金申领将按照法定
程序逐步进行。如果进前的医疗和你
们的生活有什么困难，请和我们联系，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王丰告诉记者：“2017年 12月 1
日，河南省通过《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
奖励和保障条例》，在我的印象中，这
是条例施行后开封市评定的第一例见
义勇为行为。这次给宋美送来的证
书，只是对赵进前见义勇为的行为予
以认定，之后将进行‘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荣誉和奖金的评定，按照条例规
定，禹王台区将给予赵进前5万至10
万元的奖金。”

据了解，在禹王台区之后，开封市
将对赵进前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见
义勇为模范”荣誉的评定，如果评定通
过，奖金在10万元以上，之后，河南省
将对赵进前进行“见义勇为英雄”荣誉
的评定，奖金在15万元以上。同时，按
照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表彰的见义
勇为伤亡人员，省政府将颁发特别奖
金：牺牲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颁
发一百万元特别奖金；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根据伤残等级，颁发五十万元
以上八十万元以下特别奖金。

病情 苏醒有望 宋美欲学防水

11月14日上午，记者来到赵进前
所在的开封市中心医院神经科二病区
的病房看到，为了方便宋美一家照顾
赵进前，医院将这间两人间只安排了
赵进前一位病人。宋美的父亲和一位
护工正在照顾进前。

护工告诉记者：“我也知道进前的事
儿，拿宋美的钱于心不忍。但是宋美说，
就当我是帮帮她，钱该收还要收，只要和
她一起照顾好进前，就是她的恩人。接
触这么多天，（感觉）这家人太善良了。”

11月13日下午，宋美给记者发来
微信，高兴地说，进前的腰会伸了，她
给记者发来的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
进前的眼珠和脚都可轻微地活动。医
生告诉宋美，进前有可能醒来，只是时
间长短现在还不好说。至于治疗费
用，如果治疗过程特别长，目前筹集费
用还不是十分充裕。

宋美告诉记者：“目前我和进前接
受的社会捐助已经够多了，如果医疗
费不够用，现在有我父亲和护工帮我
一起照顾进前，我能有点空闲时间，进
前是做防水工程的，我慢慢地学着做
防水，自己挣钱，尽量不麻烦大家和政
府。”

宋美手捧丈夫的见义勇为确认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