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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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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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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公告

●南阳市卧龙区士夺农机专业

合作社(93411303MA3XDEF
319)经决议拟向合作社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登报45日内

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万华实业有限公司万华

国际项目一号楼，申请预售变

更，一号楼原建筑面积25524.
03㎡、现建筑面积25250.19㎡。

因公摊系数和面积微调、1-8层
和10-12层平均每户增加建筑

面积约0.1㎡、9层每户减少建

筑面积约5㎡。以上房屋拟申

请预售变更，各买受人如有异

议请在7个工作日内向中牟县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提

出书面申请。特此公示。

郑州万华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02日
●漯河市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
00MA40XWA13X,经股东

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

公告

声明

●姚晨,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毕业

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434912
017060015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杨国保不慎遗失郑

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房地

产经营管理专业毕业证，证书

编号：9941026199，声明作废。

●登封市徐庄镇巨峰布艺加工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0185MA4
0W2PX3M声明作废。

●本人王明锋遗失由河南金湖

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收据号0246609，房款

金额80000元，日期2018年
5月23日，以上收据声明作废，

如后期出现与上述收据相关

经济纠纷，与河南金湖建设

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王琳琳,河南卫生职工学院护

理专业毕业证书丢失,证号51
2881201206002568,声明作废。

●李瀚文遗失黄淮学院动画专

业本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0
9181201705003807声明作废。

●本人祁亚娟身份证41142519
8204055146,不慎遗失郑州鑫

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票，

票号00794457,金额990000，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郑州鑫

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由本人承担，特此登报声明。

●本人程红利不慎遗失郑州合

广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郑州

恒大翡翠华庭10-2-1001收据

一份,收据编号8029480,金
额39000,特此声明作废。

●李秋娟,女,二代身份证于2019年
11月30日丢失，证号410125197
603090529，特此声明。

●编号N410721788 姓名:王梦

瑶出生日期2013年9月3号医

学出生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张利敬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编码2017412414107821989
09081603）执业助理医师执

业证（编码241410782000023）
遗失，声明作废。

●李平遗失豫AJ2D27车辆登记
证书，证书编号4100114416
59，特此声明。

●李娜丢失警官证，证件号为

武字第9777572号，发证日

期2018年5月1日，特此声明。

●编号为 I410077412，姓名

为张恒，出生日期为2007
年11月24日《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内乡县城关镇骑韵电动车自

行车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1325MA44JB9E3E声明作废。

●郭玉玲，身份证号4123231
98202160068遗失民权县房

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回迁安置

通知书，编号201810434地
址，太阳小区12栋一单元26
02室，声明作废，申请补办。

●河南禾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因自身原因将郑州大学开具

的《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遗失,票据

号为0080643金额小写1292
40元(大写)壹拾贰万玖仟贰佰

肆拾元整,开具内容为合同保

证金(合同编号:豫财招标采购

-2019-1136)因该票据已遗失,
在此本公司声明作废并以此

遗失声明办理相关业务.日后

此票据原件出现,贵单位有权

拒绝办理相关业务,由此造成

的经济纠纷与郑州大学无关,
由本公司负责.特此证明。

●张献超身份证（证号4103251
9890618451X）于2019年11月
22日在郑州丢失，特此声明。

●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站

交巡大队段一帆警官证遗失，

警号118145，声明作废。

●刘晓红座落于巩义市新华路

第1幢5层503室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03
888号）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G410710921，姓名

为沈祺，出生日期为2006
年7月26日《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特此声明。

●个体工商户郑州市二七区佰

丽包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册号410103600363640，声
明作废。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遗失电梯合格证

2份，编号为R2NS7542T543,
项目名称：扶沟县高级中学，

特此声明。

●马树基座落于巩县人民路12
号421幢306房房产的房屋所

有权证（巩城私字第514号）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航天金穗电子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

发票代码041001800104发
票号码90577377金额1780
00元发票号码18024080金额

42000元声明遗失原件作废。

●深圳市松本先天下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把2014年8月18日
河南建业建材商贸公司开具

的投标保证金10万元收据（

编码NO：0400467）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老顺味烩面馆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45
KKYA0R，声明作废。

●张瑞娜于2019年6月1日丢失
本人身份证（证号：41018419
8604266949有效期限2016.03.
17-2036.03.17）自丢失日起由

该身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

任概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滑县新区利军电动车销售行

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526MA
46QTUW3F遗失，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本人李萌不慎遗失印第安牌

摩托车购车手续及购车发票，

发票代码141001920076，发
票号码03287509，进口证明

书号：M22190019941，商检

单号：BA2126572，金额：16
0000，声明作废。

●虞城县杜集镇牛桥金瑞幼儿

园办学许可证副本14114256
0001191号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每单最高提成150元，月入过万，末位淘汰……近日，根据媒体暗访调查，互联网筹款平台“水滴筹”在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
派驻地推人员，他们常自称“志愿者”，在医院用“扫楼”的方式，逐个引导患者发起筹款。在没有严格核实患者病情、经济信息的前
提下，随意填写筹款金额，对捐款用途缺乏监督。这些地推人员，还根据完成的单量实行末位淘汰，对于如此操作，有员工表示是
“为了占领市场”。对此，水滴筹昨天下午回应称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展开相应调查，并且全面暂停线下服务。

水滴筹被曝地推人员在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
最新回应称，已全面暂停线下服务

水滴筹，别让好心人寒心！
这一幕，让人错愕。互联网

平台帮扶大病患者获得网友救
助，帮了很多家庭，很多人为此
解囊相助，社会各界也多有肯
定。然而，公益事业的生命在于
公信力，这种“扫楼式”寻找求助
者、按单提成的做法，突破公众
想象，也引发舆论质疑：以拿提
成为目的，引导患者筹款提供便

利，是不是把慈善当成生意？公
众给困厄中的患者捐款，出于自
愿和善意，还要基于信任，假如
信任受到伤害，谁还会捐款？“扫
楼式”筹款、员工按单提成，这些
做法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对民众
善心和好意的消解，是对信任与
托付的伤害。

对这一事件，先搞清事实很

重要，媒体暗访到的情况只是一
方面，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存
在，影响范围有哪些，背后的原
因是什么，调查还需要继续。我
们期待平台方公布更多事实，也
期待监管部门能介入调查，还原
真相。筹款平台需要靠善心滋
养，而非业绩刷单来激励。

互联网众筹这类新生事物，

对一些因贫困而无法救治的人
而言，不亚于“及时雨”。但这种
救助模式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严
格规范流程和管理，铲除违规行
为滋生的土壤。唯有如此，才能
被公众信任和支持。殷鉴不远，
给善良留一点净土，给真正需求
扶助的人留点希望，别让好心人
寒心。 □据人民锐评

媒体观点

“水滴筹之问”:如何为脆弱的爱心守住一片净土
要认识到，水滴筹虽然是商

业平台，但实际上凭借人们的爱
心才得以运行。一个社会的爱心
和善良不是什么可以无限利用、
取之不竭的矿脉，而是需要严格
保护和呵护的资源，此次事件
对人们爱心的打击、对众筹平
台形象的损害就是例证。长此
以往，本是为困难群众求助而
打造的网络众筹机制还能存在

多久？对此各众筹平台必须提
高认识，在审核、自律等方面有
切实作为。如何堵住审核漏洞，
让“假病历”“隐瞒财产”等乱象
不再出现是各众筹平台必须直
面的问题。

加大审核力度，从严把控众
筹发起人资质审核，不是一句轻
飘飘的承诺，不仅需要真金白银
的人力和技术投入，更需要引进

第三方监督。实事求是地讲，对
一个人的家庭资产、资金实力进
行审核，单靠一个众筹平台的力
量是难以完成的。有专家建议，
此类平台的信息发布应当逐步
纳入慈善范畴，由慈善法进行调
整，政府部门应负有监管责任。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引导众筹平
台更多从事大病救助活动，更大
范围满足社会需求。

虽然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
缺少爱心和善意，但每一份爱心
和善意都不应被浪费，都应该得
到尊重和呵护。为了让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也为了让更
多爱心传递下去，无论是政府、社
会还是相关平台，都应尽到自己
的责任和能力，为我们的爱心守
住一片净土。

□据半月谈

河粉儿热评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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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客户端

@黄色柚子:其实不管是线上推广还是地推“扫楼”操作，都能够将互联网筹款的救助模式，普及给更多的困难群体。问题的关
键在于，公益事业真实透明是绝对的底线，审核不严、募捐金额随意，它留下的漏洞无疑会让慈善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隐瞒真实
财产信息的求助，没能被水滴筹平台及时识别，一方面，公众的爱心被欺骗，直接动摇了公益慈善的根基；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有限，
这些明明有条件自救的“求助者”，挤占了援助通道和有限的公益资源，导致那些真正的困难者得不到有效援助。

此次风波之后，有网友对水滴筹彻底否定，这种因噎废食其实没必要。水滴筹在公益领域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也应该得到积
极肯定，不能因此而一棍子打死。从推动公益事业良性发展的角度看，对“水滴筹们”始终保持严格的监督，才是我们更需要做的。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