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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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出租招租

●标准化厂房出租17319705256

公告

●河南博凝时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305MA3XF1NU9T)经股东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 66565839

声明

●宋建设、李太荣购买河南正

商中原置业有限公司金域世

家小区 23号楼 1单元 1106室
的维修基金收据丢失，编号

1544329、1548084，金额

5762元、70元，声明作废。

●马勇,权利号码0201042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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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

司遗失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郑州五栋分公司开具

的装修保证金收据一份，编

号：014S2018090281，金
额：10060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庠序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博凝时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305MA3XF1NU9T)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华通物流汽运有限公司

遗失豫A0290G营运证(豫交运

管郑字410106015309)声明作废

●郑州得莱斯移动板房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41012200
44710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赵梓龙（2018年 8月 29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S410566899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三日食记快餐

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3MA
47PYB699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帅涛蔬菜批发

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1023MA
40N4A63H声明作废。

●河南泰邦铝业有限公司公章

(4101810058609)财务专用

章(4101810058610)发票专

用章(4101810058611)合同

专用章(4101810058612)均
丢失声明作废。

●王庆立（身份证号 37152219
8708053316）不慎将井下作

业工程师资格证书丢失。资格

专业：井下作业。原证件编号：

I20180150209，特此声明。

●冯思伟(身份证号:410726199
104067031)遗失水利水电安全

考核合格证,证书编号:豫水安

B(2018)01424,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千里薯食品有限公司（税

号 91410105MA40G3Y65D）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景秀

贤），声明作废。

●郑州裕茂兴实业有限公司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及法人章（

王兆凯）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 3单元付 35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
466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3单元付36号房产的房屋所

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46
7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 3单元付 27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
451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 3单元付 32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
460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 3单元付 34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
464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 3单元付 33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
463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座落
于巩义市建设路 120号 15号
楼 3单元付 31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7
459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原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于坤扬不慎遗失河南九裕置
业公司开据的 2017年 12月 26
号九裕龙城首付款购房款收
据票号 9051722,金额 27000元
,声明作废。
●顺河区铁记副食店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2036
00924174声明作废。
●永城市信合商贸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
可证编号：JY1411481000
5359，特此声明。
●孟宪仲丢失名门郡景19号楼
1单元 3204户装修押金收条,
特此声明。
●宋军艳(身份证号 410521197
309058049)遗失法律职业资格
证副本，证书号A1410520111
1533087,特此声明。
●郑州德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原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飞丢失名门郡景20号楼1单元
1703户装修押金收条，特此声明
●马富廉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 201341110410782198
411131298;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110410000077234,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蜜乐蜂蜜店，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0105600952156，
声明作废。
●本人：郭慧峰，因保管不慎
遗失郑州迁善置业有限公司
发票，发票代码：0410018001
05，发票号码：00375785，声明
作废，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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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走失，父子再见已是30年后
唐先生的儿子于1989年在贵州走失，在郑州警方等帮助下，父子昨天相聚郑州

4月22日中午，在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案侦大队，唐光蔺抱着自己走失的二儿子唐
小非(现名：孟某君)低声啜泣，这次相聚，他和老伴等了30年。

漫漫寻亲路总是充满着坎坷和心酸，幸运的是，在郑州警方、贵阳警方、毕节警方的帮助
下，一家人终于团聚。

弹指三十年，脑海中3岁的儿子已经变成了眼前健硕的男子汉，唐光蔺喜极而泣。虽然
儿子没喊他爸，甚至未主动和他说一句话，但他说：“看到他很好，我和老伴就安心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张阳 通讯员 王霞 文图

卖水果时，孩子丢了

1989年 7月 9日,母亲任
某带着儿子唐小非在贵州省六
盘水市钟山区一处农贸市场卖
水果。她在招呼生意，儿子在

摊旁和别人玩。
在忙碌的时候，也就几分

钟的时间，孩子就找不到了。
紧接着，任某就发动家人找寻，
但一夜未果。在外出差的唐光
蔺第二天回到家中得知二儿子

走失后，也发疯似的四处寻找。
报警，贴寻人启事，上电

台、电视台播寻子消息……“能
想的办法我们都想了，也都做
了，但就是没有任何消息。”唐
光蔺说，儿子唐小非失踪后，他

和妻子整日以泪洗面，30年的
时间，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只要
有线索，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进
行核实。

2000 年，在民警的协助
下，夫妻俩在贵阳市公安局进
行采血，信息录入全国DNA
库。“算是怀着一丝希望吧，因
为我们一直相信会找到他！”
唐光蔺说。

信息采集，扯出陈年往事

2019 年 10月，全国公安
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
息系统推送了一条比中信息给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原
来是东风路分局民警在信息采
集中，采集到一位名叫孟某君
（化名）的血样信息，上传全国
DNA 库后，发现孟某君的
DNA数据与报案称孩子走失
的唐某蔺的数据匹配，符合遗
传关系。

为了确保鉴定结果准确无
误，慎重起见，东风路分局案件
侦办大队副大队长王景龙、民
警张梦辗转联系到贵阳市公安
局相关办案人员，沟通之后，又
主动到孟某君户籍所在地进行
实地核查，并找到孟某君本人，
再次进行采血，将血样邮寄到
贵阳市公安局；同时，贵阳警方
也多方联系其父母，再次进行
采血。最后经比对，确认孟某
君系唐某蔺在1989年丢失的
孩子唐小非。三十年的寻找终
于有了结果。

30年后，父子相对无言

到会议室落座后，唐光蔺
满心期待随后的相见。而当儿
子走过来时，他嘴角虽然嗫喏
了几下，始终未叫出声来。而
与他30年未见的二儿子也只
是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并未
叫出声。在周围记者的提醒
下，两人起身拥抱。

此时，虽然唐光蔺直抹眼
泪，但他相拥的儿子始终未出
声。

“养父母已经70多岁了，
他们对我很好。我现在有一对
儿女，这件事情的出现，对我显
得很突然，需要慢慢适应，并解
释给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现
在已经不单单是我自己的问
题，需要考虑很多事情。”孟某
君说。

问及是否以后会带孩子去
贵州探望亲生父母时，孟某君
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去的。”

虽然血浓于水，但时间足
以冲淡一切。对于未来，唐光
蔺说：“家里条件也不错。孩子
如果愿意回贵州一家人团聚，
我很欢迎。如果孩子仍愿意留
在河南和养父母呆在一起，我
也不会勉强他。因为，30年前
毕竟是我们把他丢了，我和老
伴心中很愧疚！如果有机会他
能带儿女回去看看，我和老伴
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唐小非当时是如何丢
失的，两地警方表示将会继续
追查。目前，案件正进一步调
查中。

30年前被拐的唐小非（左）与亲人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