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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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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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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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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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13598890572、13513805862

房地产

●任新正房产18937435829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男约

70岁2020年9月10
日该人在郑东新区

东风路与熊儿河路

交叉口桥西流浪郑东新区救

助站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者

自登报3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

管理站联系电话0371-68953510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高端调查：17513329122

声明

●本人王秋菊(身份证号410182
198703084144)遗失河南康

广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预

收首付购房款发票,发票代码

041001800105,发票号码011
33243,金额626933元,声明作废

●现有河南全通物流有限公司

车辆车牌号:豫AA2079,车型:
重型厢式货车,发动机号:200
2022,车架号:LWLYURBK67L
031919,不慎将机动车登记证书

和行驶证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唐凤兰,荥房权证字第100100
8963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坐落:荥阳市塔山路中段东

侧银海花园,本人声明作废,如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如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MA45KNA63T）财务专用章、

法人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熙凤,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证书遗失，编号123011
201706224310，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万泰百货批发

中心(代码92411023MA47PR01
9P)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作废。

●王博遗失郑州河南金地实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5-1-808房款收据,收据号700
0485,开具日期2017年8月2
日,金额683366元;购房定金

收据号1007266,开具日期20
17年7月29日,金额20000
元;房屋维修基金收据号700
0484,开具日期2017年8月
2日,金额8745元,声明作废。

●本人侯敏敏,性别女,2019年
4月28日获得河南省专业技术

人员任职资格证书（中小学二

级教师职称证）证书编号为D0
1905177180300001,于2020年
1月19日不慎丢失此证，在此

声明该证书作废。

●遗失声明：法人赵亚玲名下两

个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2410100MA43U8QWX2，另
一个只有工商注册号：4101986
00139839无统一信用代码均丢

失，特此声明。

●编号为O411638881姓名为刘晨

曦出生日期为2014年11月1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Q410952287姓名为刘幻

晨出生日期为2017年3月2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 遗失声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遗失

通信管理局颁发的“96299”
短号码批复文件（豫通局函

[2008]124号）,现声明作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0年9月17日
●郑州星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
2MA44F7R6XE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声明:郑州顺腾汽车安检有限

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编号:171605020405自
2020年9月16日起已申请注销。

●声明:郑州嘉伟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编号171605020316自
2020年9月16日起已申请注销。

●洛宁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洛宁县支行

城郊营业所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938000021302，
声明作废。

●郑州升捷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编号4101830041268
声明作废。

●河南珞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8MA9F211H6D）不慎

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编号：

4101055430895，特此声明。

●河南中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合

同章遗失，声明作废。

●因本人不慎将郑州天地人和

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
2日开具的姓名:王鑫，票号:0
000703房号:市场北大门保安

室，金额:3000元的合同保证

金收据丢失，现声明此收据

作废，以后由此引起的一切

纠纷均有本人负责。

●永城市金麦烘焙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遗失，编号 JY24
114810114549声明作废。

●河南龙键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许昌市腾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
10日开具的洪河富贵一期供

配电项目2#标段、3#标段履

约保证金收据一张，票据号：

2019016851，金额：50000元，

声明作废。

●燕奕辰（男，出生时间为2016
年9月4日17时12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Q41
0685866）丢失，声明作废。

●郑美惠身份证于2020年9月
12号丢失，号码41010119
9307143022，特此声明。

●冯明明遗失河南省人民医院

2020年8月1日和9月11日开

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2份,编号:BJH20200356062,
金额4206.53元;SMF20200303
478,金额4060.33元；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双百厨卫电器

销售部(代码92411023MA42NG
X56H)营业执照正本丢失作废。

53个贫困县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达97.24%

“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
校。”发布会上，兰考县委副书
记、县长李明俊介绍，五年来，
兰考累计维修改造中小学校
舍218所，新建、改扩建寄宿
制学校38所，建设义务教育
标准化学校18所，装备义务
教育学校257所。

像兰考一样，贫困地区发
展教育事业，办学条件和师资
队伍缺一不可。

陈垠亭介绍，我省先后实
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改薄”工程、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建设等工程，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幼儿园2.25万所。

同时，加强贫困地区农村
教师队伍建设，2016年以来，
先后为贫困地区招聘特岗教
师3.72万名，为农村教师队伍
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先后
选派1.25万名教师开展城乡、
校际对口交流支教，优化了农
村学校教师结构。通过国培、

省培等五级培训，培训乡村教
师67万人次，提高了农村学
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改善农
村教师生活待遇，先后利用中
央和地方各级资金建设周转
房约6万套，解决了近12万名
农村特岗、支教、交流和离家
较远教师的住宿问题。

陈垠亭介绍，2019 年我
省实施新的农村教师“一补两
贴”和政策，并在职称评定上
给予特殊政策，为农村学校教
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创
造条件。

截至目前，53个贫困县学
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7.24%，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7.74个百
分点，小学、初中净入学率均达
到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学前
教育和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整体
上得到了明显提升。

控辍保学
掌握适龄儿童在校动态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办学
条件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学

生辍学风险较大，如何做好控
辍保学工作？

嵩县教育体育局局长高
建中介绍，每学年初，按照“学
籍系统、户籍系统、报到人数”
三对照原则，逐人追溯去向，
随时掌握适龄儿童在校动
态。对有辍学倾向的学生及
时访、随时访、反复访，动员同
学劝、亲友劝、村组干部劝，做
好劝返复学工作。

焦作市武陟县大封镇驾
部小学校长刘筱园介绍，大封
镇驾部小学是焦作市武陟县
较为偏远、规模较大的农村寄
宿制小学。对于辖区内的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校实行教
师“包户包教”制度，联系到每
一户，帮扶到每一名学生，既

“扶贫”又“扶志”还“扶智”。
学校不仅减免了家庭困难学
生的生活费，还在每年元旦前
夕，为他们赠送棉衣作为新年
礼物。学校的老师和他们一
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经历，
一起成长，让他们在学校也能
感受到家庭一样的温暖。

四年，河南发放33.19亿元资助金
53个贫困县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7.24%，超过全省平均水平7.74个百分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2016年秋季学期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建档立卡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759.03
万人次，发放资助金33.19亿元，确保不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学生因贫失学辍学。”省教育
厅副厅长陈垠亭介绍，我省健全完善了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全学段的贫困家庭学生资
助政策，做到了“应助尽助”。

9月17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
闻发布会之教育扶贫专场，介绍我省决战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教育扶贫工作取得的成
就，针对学生资助、校地结对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9月17日，中央文明办
发布2020年2月至7月“中
国好人榜”，李凤虎等20位
河南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据了解，此次荣登“中
国好人榜”的河南身边好人
主要来自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
线，他们分别是——

助人为乐：逆行600公
里援建雷神山医院的90后
小伙刘帅帅；发起志愿服务
活动，组织2000余名大学
生志愿者参与义务上网课
的90后大学生万通；疫情
期间筹集时令蔬菜送往城
区20多个社区的翟清林；
逆行支援武汉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建设的普通农民刘
光亮；三赴武汉捐物资的

“逆行老兵”王国辉；行程万
里，义务为武汉运送抗疫物
资的货运司机高林。见义
勇为：疫情之下，摘下口罩
人工呼吸救下八旬老人的
医生罗现科。敬业奉献：连
夜进入江汉方舱医院，坚守
40多天的支援湖北抗疫医
疗队队长赵松；56天坚守在
武汉抗疫一线的好医生张
文学；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牺
牲在岗位上的好警察程建

阳；奋战在社区防疫一线勇
担当的居民“大管家”唐风
花；逆行而上当先锋，驰援
武汉圆满完成任务的崔俊
伟；当好“疫”线守护人，抗
疫扶贫两不误的刘峰；一心
为民，累倒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乡镇干部周松峰；退掉返
乡火车票，奔赴一线直面感
染者的刘宽；不忘初心战

“疫”情，甘当群众“贴心”人
的甘国勋；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疫情当前加紧防护的好
支书张应周；舍小家为大
家，一心扑在疫情防控上的
疾控中心主任朱云彩；放弃
假期随医疗队赴武汉采访
40天，捕捉鲜活新闻的好记
者李凤虎；驰援武汉坚守1
个多月的年轻医师王海明。

这些好人是从广大网
友举荐、各地文明办审核推
荐的候选人中，经过网上展
示、网友评议、专家评审产
生的。他们来自基层、扎根
群众，勇于担责、默默奉献，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向上向善的道德情
操，展现了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为国家尽责
任的精神品格。（本报记者）

2月至7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李凤虎等20位河南好人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