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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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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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西南四环1200平方仓库及办

公用房出租，有土地证、免水

费、物业。13938507112李

信息窗口

●学历证建造师咨询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公告

● 交房公告

尊敬的建业·建业春天里二期

全体业主：我公司开发建设

的建业·春天里二期将于 2020
年6月6日—6月7日盛大交房，

诚邀各位达到交房条件的业

主前来办理收房手续。详情

咨询 66557777/61077718
办理地点：巩义市紫荆路与

香玉路交叉口建业春天里售

楼部。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

恭祝您乔迁之喜！特此公告！

巩义建业·春天里

2020年 6月 3日

● 关于事业单位申请

注销登记的公告

根据郑编〔2020〕10号和郑编

〔2020〕12号文件精神，郑州市

旅游管理检查所（郑州市旅游

质量监督管理所）拟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工作小组，

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有债权、

债务，请务必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持证明材料，向拟注销单

位联系协商，联系电话：671817
82。特此公告。

郑州市旅游管理检查所

（郑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2020年 6月 3日
●减资公告:郑州众包水处理工

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105395616765K)股
东会决议 ,即日起决定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

少至 5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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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要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开封市闫春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

解散公司(注册号 410200000
006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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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洛阳青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7MA45T8EE27）决定清

算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日内

联系处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

●岳永峰1979年10月22日生,
家住河南省新乡县合河乡合

河村,岳永峰于 2018年 5月 5
日在贾桥村去上班的路上拾

一女孩,取名岳媛,现寻找亲生

父母,电话 18303604421

声明

●李云霞座落于巩义市货场路

43号 17号楼 1单元付 8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

15233号）丢失声明作废。

●杨平(身份证号码41272719730
7286137)土地确权证遗失,号码

4116261012190500167,声明作废
●杨青(身份证号码41272719620
9246217)土地确权证遗失,号码

4116261012190500311声明作废
●周志华(身份证号码41010219
7610085029)，失业证遗失，

特此声明。

●王佳佳不慎遗失河南锦艺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龙湖分

公司开具的收据，合同保证

金一万元，编号 9896973，
装修押金伍仟元，编号 9896
981，质量保证金一万元编号

9896974，声明作废。

●河南万通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 410728200092
5）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源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170035839
99847)、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副本(证书编号:D3411166
05)、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编号:(豫)JZ安许证字【20
16】170578-02)均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远航房屋中介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10303MA40W6UW89）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953948，姓名为

孙艺溦，出生日期为 2014年 6
月 24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浩霖门业商

行营业执照(代码 92410100
MA427NY54N)正本遗失作废。

●郑州雅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0100MA
47YLM46C)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刘金格，河南城建学院计算

机系的三方就业协议（编号

8732325)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圣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清丰分公司财务章法人章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桂玲百货店(
代码 92410104MA483RE940)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弘康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编码：41010100
61188，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

分局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

正本丢失，核准号Z4930000
232501，声明作废。

●马洋洋不慎将郑州不倾城商

场押金收据和铺位合同丢失

(收据编码:5013334)，声明

收据和合同作废。

●建业凯旋广场4楼4028铺兰可

舍芮装修押金票丢失，票号 0
021486，声明作废。

●郑梦园于2020年5.30日在本

报登载的遗失补办证书日期

改为 2019年 5月 20日。

●巩义市城区火源部落餐饮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
24101810071729)丢失作废。

●河南永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000860，姓名

黄善美，出生日期为 2014年
1月 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潢川县诚意通建材营业部公

章(92411526MA44N4BUXW)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物辽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91410100MA47Y
5YL8R)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韩延哲警官证丢失,证号:06
62108,声明作废。2020.6.2
●郑州市金水区朋阁饭店遗失

个体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47BU7T42，声明作废

●声明:潘娟与2009年4月6日
在东岸尚景购B2号楼 2单元

1702户房屋一套，收据号

3733、2033920，原始购

房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现有海马牌HMA7003S203
BEV车辆（VIN：LMVABE
DW7JA010484）所属合格证，

纸张印刷编号 00215062不慎

丢失，现声明作废。

●编号为J412401936,姓名靳嘉

逸，出生日期为 2010年 5月 2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末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码：41010201171
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河南省巨力实业

有限公司豫AQ1560车道路运

输证(证号：410182007403)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童大米皮小吃

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0103MA45
C0UN3Y声明作废。

●郑州顺康汽车配件销售有限

公司(91410105097252473F)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顺康汽车配件销售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10035355301,声明作废。

●河南新首钢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4101034967261)、
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宏昌包装有限公司（

410323120003772）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宜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11481MA47
RQ0X9L)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和财务章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全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10185062657227
G)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空白

发票)遗失，发票代码 41001
71320 发票号码 05263752-
05263805共 54张，声明作废。

●信阳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王冰华遗失三方就

业协议书，编号：8417053
声明作废。

本报讯 男童突发急病，家属路边
呼救。目睹这让人揪心的一幕，卫辉
市一名青年从此路过时，毫不犹豫把
朋友“撵”下车，随即载着求助的一家
三口直奔医院，帮着忙前忙后还垫付

医疗费……
5月30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对

此事报道后，引来多方点赞。而这位
热心助人的车主，也荣获了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联合大河报推出的天天正

能量特别奖，奖金5000元。
5月28日下午6时，33岁的任纪

飞在经过卫辉市阳光华府小区门口
时，远远看到一位抱着孩子的老人和
一位中年男子不停招手，两人一边拦
着过往车辆，一边呼喊着孩子。

在一阵阵急促无助的求救声、哭
喊声里，任纪飞立刻停下了车。“当时
我看孩子已经昏迷了，救人是第一位
的。”任纪飞让趁车回新乡的朋友下了
车，请两人抱着孩子上车，赶赴医院。
任纪飞一路护送着孩子到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又忙前忙后还
帮忙垫了住院费。看着孩子顺利入住
病房，他才赶回家。

“说实话，举手之劳的事儿，大家
都会这样做的。”提起当天热心助人一
事，任纪飞颇有些不好意思。任纪飞
是卫辉供电公司一名员工。他说，自
己是两名孩子的父亲，在为人父母后
看到类似情景，停车救人是人之常情，
更是不由自主。当得知获得5000元
奖金时，任纪飞表示，男孩儿还在医院
接受治疗，他决心将这笔钱全部捐出，
用来给孩子治病用。

卫辉热心车主救助路边患病男童，获5000元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他将奖金全部捐出 给孩子治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张锐 文图

男孩突发急病，家属无助哭
喊。目睹这让人揪心的一幕，路
过的他毫不犹豫把朋友“撵”下
车，自己载着一家三口直奔医
院，帮着忙前忙后、垫付医疗费
……素昧平生的他像家人一样，
给了慌乱的家属最贴心的依靠
与关怀。这件发生城市里的温
暖小事，折射的却是人与人之
间，最美好的温情和善意。

人生无常，每个在他人无助
时伸出援手的人，都是这平凡世
界里，最暖最亮的那颗星。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大河
报为热心车主任纪飞颁发天天
正能量特别奖，及5000元正能
量奖金。感谢暖心的好车主，点
赞这座孕育“最美”的城市。愿
爱如星河，照亮每一片土地，温
暖每一颗人心。

【天天正能量颁奖词】

卫辉热心车主任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