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消防员
清障巡堤

7 月 28 日凌晨 2
点，在颍上县八里河镇
驻扎的河南省消防救
援总队洛阳支队22名
消防指战员接到命令，
赶赴淮河垂岗乡段执
行任务。主要是清理
淮河大堤外侧的灌木
杂草，确保防汛人员及
时发现险情。

从凌晨到上午，消
防指战员使用电锯、打
草机、镰刀等工具清理
了一公里长的堤坝。
记者注意到，不少队员
的手臂被树枝划伤，身
上留下被蚊虫叮咬的
痕迹。

洛阳市消防救援
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
长王军介绍说，他们是
夜间作业，现场架设了
照明灯，大量的蚊虫被
吸引过来，可以说，清
理草木最大的“敌人”
就是蚊子。

7月28日，已是河
南消防驰援安徽阜阳
抗洪抢险救援的第 9
天，9天转战阜南和颍
上两地。在驻地，记者
留意发现一些消防员
的身上出现小伤病：经

常泡水出现湿疹，雨中
救援后感冒，各种抢险
被刮伤等。

“队员出现皮肤湿
疹、被蚊虫叮咬的最
多，这些药我随身携
带、随时给他们处理。”
洛阳消防救援支队的
随队卫生员刘轶豪说，
她携带了64种500余
盒（袋）常用药品，无论
是在抢险救援一线还
是在驻地，随时为队员
做好医疗保障。

修筑600米
临时围堤拦洪水

7月28日上午，安
徽省颍上县戴家湖附
近的淮河大堤上，人
员穿梭、机器轰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现场看到解放军
官兵正在接力填装运
送沙袋，当地政府组
织人员在清理河边的
杂草和运输石料，公
安交警在指挥交通、
维持秩序。

记者注意到发生
险情的是一处闸门洞，
该闸门连通淮河和戴
家湖蓄洪区，淮河的水
面明显高于蓄洪区。

据现场抢险人员

介绍，如果不堵住漏
洞，淮河水就进入蓄洪
区，里边的农田、鱼塘、
居住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将受到威胁。

由于两边高度落
差较大，导致险情复
杂，抢险救援难度大，
现场指挥部确定实施
封堵闸口、修建临时圩
堤、加大巡查排险等三
项应急抢险措施。

7 月 27 日 23 时
许，东部战区陆军某舟
桥旅也赶到现场，通过
架设浮桥助力堵口抢
险施工。

7月28日上午,记
者注意到，舟桥部队架
设的浮桥已将处于淮
河水中的闸口围住。
来自第71集团军的战
士排成一列，不停地往
闸口漏水位置扔下沙
袋、石子袋。

在封堵的同时，现
场还有百余台挖掘机、
推土机等机械设备，正
在进行土方作业。据
了解，将在闸口戴家湖
蓄洪区一侧修建一条
长600米临时围堤，阻
拦闸口漏下的洪水。

由于多方力量的
持续抢险，闸门处漏水
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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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寻亲公告

● 寻亲公告

岳先生于2018年9月在新乡县

春庄村附近捡拾一刚出生弃

婴，弃婴无任何身份信息，收

养至今，现寻找小孩亲生父母。

联系电话：13069377516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招商

●许昌纸箱厂6千平寻合作

13213367666部分厂房出租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王冰:本委受理申请人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建材支行

与你方借款合同仲裁案[(201
9)郑仲案字第0773号]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委(2019)郑仲裁字第0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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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德尔堡窗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08820019181)丢
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天佑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编号：410225
0027675，原公章声明作废。
●禹州市惠弘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安局富通专案组遗
失浦发银行郑州分行郑汴路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4
910001106601,编号491000
384098，账号76180157400
000466，声明作废。

●李一山遗失郑州儿童医院开
具的河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
据，票据号码5033830，金额
630元，声明作废。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原名:
河南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水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黄河宁夏段二期防洪工

程河道治理工程一标段项目

部章，印章编号4101055182
747，特此声明。
●安爱华的执业药师注册证不
慎遗失，注册证编号：4112
19140829，执业单位：河南

省华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民

安大药房，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享叮叮蛋糕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
MA44J6XX85)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声明作废。
●禹州神火圃晟源矿业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码：4110
81600384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恒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编号:410101000
2485，声明作废。
●帖忆如《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Q411215944,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编号Q411502116,姓名程一茉,
女,出生日期2017年1月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1502117,姓名程一萱,
女,出生日期2017年1月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岳兵于2020年5月29日遗失医
师资格证,证书编号2008411104
10526197904180518,声明作废。

●编号M411232710,姓名程传龙,
男,出生日期2013年3月15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发

展经济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410181MB0P31
109P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享叮叮蛋糕房

(税号410482198003246751)税
务登记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陈慧飞遗失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书，编号137
801201206001953声明作废。

●睢阳区阳光堡贝尔幼儿教育

学苑遗失幼儿园办学许可证

副本，证号：豫教幼10140
30207，声明作废。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文

化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10181MB0P311338
声明作废。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正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410181MB0P311
25D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君翔汽车电子

产品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
MA44UDY89G(1-1),声明作废。

●洛阳硕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信合天基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
A3X7GHR3X，声明作废。

●河南华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因保管不慎丢失福田牌合格

证三张,分别是车架号:LVBV5P
BB3KW071582,发动机编号:SC
1F4K00712,合格证编号:WAG119
235047365,合格证印刷号:No.SD
0014968;整车合格证车架号:LV
BV6PDC9HW065538,发动机编

号:JC2F2H30008,合格证编号:WA
G161302065531,合格证印刷号:
No.II3386492;底盘合格证车架

号:LVBV6PDC9HW065538, 发 动

机编号:JC2F2H30008,合格证编

号:WAG191302061743,合格证

印刷号:NO.V0625320,声明作废

●遗失郑州赛安思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的海运正本提单三正

三副,提单号AWSALX20078004,
船名航次ONE MANCHESTER
V.024W，声明作废。

●河南省地质矿产资源资产评

估事务所(注册号410100120
0638)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曹孝文,遗失郑州正商城

2015年3月30日开具维修基金

收据号码1686784,金额8785元;
办证费收据号码1629032，金
额60元，声明作废。

●河南筑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0808094748)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卢店镇龙头沟村卫生

室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4910058370901,开户银行: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封

支行,账号41012501012000
3404，声明作废。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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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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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刘志亮 卢彦伟 文图

7月26日10时许，安
徽省颍上县半岗镇戴家湖
涵闸门洞出现漏水险情。
戴家湖是淮河蓄洪区，水
位较高，闸门破损后，大水
从闸口喷出，危及外围村
庄群众安全。

险情发生后，河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驰援安徽力
量冒雨连夜从相邻的阜南
县赶到现场，全力参与抢
险救援。同时，来自第71
集团军的官兵，山东、安徽
以及森林消防指战员等也
到现场开展救援。

戴家湖涵闸门洞出现漏水险情
修筑600米临时围堤拦洪水

清理淮河大堤外侧的灌木杂草，确保防汛人员及时发
现险情。

安徽颍上淮河大堤出现漏水险情

紧急筑起第二道“防线”拦洪水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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