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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公告

● 采购公告
河南幸福河水工机械有限公
司拟采购：1、2台电梯，要
求一线品牌。2、变压器2台，
需具备电力安装资质。有意
者请于2020年10月15日前报
名。报名地址：河南焦作武
陟（乔庙乡）产业新城鸿源
路与昌武路交叉口西南角，联
系人：耿先生电话19937807136
●注销公告：郑州聚康清洁服务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
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50675625428），拟
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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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人胡刘杰，身份证号412326
198509055413由于本人保管
不慎，将2019年01月10日签订
的《百度饮品特许协议书》遗
失，合同期限2018年10月16日
-2020年06月04日，合同地址：
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和静县建
设路水里机械工程队门面10-9，
现声明此协议作废，郑州润翔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对该合
同负任何责任。

●编号O411991992,姓名管芊

芊,出生日期2015年02月04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沁阳市红旗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H2L02挂车行车证遗失，

声明作废。

●罗文财士官证遗失，士字第

20140061800号，特此声明。

●洛阳帆威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10305M
A45W6UQ3J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王小沙,不慎遗失荥阳碧海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首付款收

据，票号：11007821，金
额：150133元，声明作废。

● 通知

陈辉(身份证号码:41082119
9303293510),至今日你已旷

工15日有余,经公司多次联系

并催促仍未到岗.请你自登报

之日起30日内到公司办理离

职手续,逾期不到,公司将按

有关规定处理。

成都壹加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 2020年10月9日
●郑州市金水区王艳秋凉皮小

吃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10105MA453J8P2A）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陈陈(身份证号412828198611
21023X)遗失河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保卫专业毕业证书，

声明作废。

●声明:方会珍二代身份证(身
份证号412826197605287540)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淮阳县前防种植专业合作社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娜遗失南阳市唐河县建

控_江山汇3号楼1单元1104
室的购房收据2张（号码00
07639；0002907金额肆万

元整40000元）声明作废。

●编号J410935726,姓名谢雨婷，

出生日期为2009年11月1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K411141812,姓名谢文远，
出生日期为2011年1月24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周修娟遗失河南大学自考大
专毕业证书，编号6641270
1012007491，声明作废。
●宋名扬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
学号20175611719,声明作废
●张彩红(身份证号412724198
004216129)遗失与河南旺年
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购房
合同,房屋坐落位置:太康县产
业集聚区未来路北侧银城壹
号院一号楼二单元301室,合同
编号:NO201801123,声明作废。
●本人石玉晗(身份证号:4103
03198512153245),丢失河
南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维修基金收据一张,收据
号码:5029019,金额5849元，
日期:2019年7月12日,声明
作废。由此收据引起的任何
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与河南
一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
任何关系。
●蔡倩于2020年10月3日在郑
州市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33001198110240829,发证
机关: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有效期:2020.05.05-2040.05.
05,特此声明.自遗失当日起,任
何以此身份证做身份证明或
抵押签署等具有法律效力之
文件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若
非本人持证,签署的一切后果
本人概不负责,用此身份证引
起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本
人一概不予承担,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青山小吃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3MA47N
6UH2L），声明作废。
●杨宇遗失河南省清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商铺款
-1158购房收据1份，购房收
据票号：0007948，金额：3633
15元；维修基金票号0006583，
金额633元，声明作废。

●周修娟遗失河南教育学院成

人高等教育本科证书,编号50
6995200605001702,声明作废。

●常冬冬,东风本田艾力绅(车架

号:LVHRR9853L5034855,合格

证编号:WAC315004052061)
的车辆合格证遗失,特此声明。

●襄城县明宇印刷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4110250024151),财务

章(91411025MA9F6KD587)和
法人章(贾影丽4110250024152)
于2020年8月5日遗失,声明作废

●郑素龙遗失郑州康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编码0522070，金额为220000
元，声明作废。

●孔平警官证遗失，警号0055
26，声明作废。

●清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7
9406184X公章（防伪码41010
10064343）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优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531731890
6E）、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章（郭金鹏）丢失，声明作废。

●卫辉市城郊乡河园村第三卫

生室张克祯，医师资格证书

(编号20174121041078119
8705159775)及医师执业证

书(编号210410781000163)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于若男所购买郑开恒大

未来城32-1-701房屋。2018
年11月11的编号为5065700
的收据(金额10000元)丢失，

特此声明。由此产生的法律

纠纷与开封国际城一号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郑州芳邻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4910079118203,账号17
02028109200071296，开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二七路支行,声明作废

●郑州九源房地产策划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号41
0192100042802声明作废。

●沁阳市顺源运输有限公司豫

H5D89挂,行车证遗失,声明作废

●贾秉权遗失二级建造师建筑

工程专业资格证，证书编号：

0140901，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赵生祥重庆小

面馆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证丢失(登记证编号 JYDJ2
41010304000043)声明作废。

●陈明灿在新郑市始祖山塔陵

园天国乐园四柱牌楼5排31
号墓位证遗失，墓位证编号：

0000156，声明作废。

●李庆伟坐落于巩义市一新村

10排7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巩房权证字第07571号）丢
失声明作废。

●编号S410370883，姓名闫沫

闻，出生日期 2018年 07月 12
日 10时 35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河南中之天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一本空白收据（

已盖章），收据号0067301
-0067350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焦奥宠物用品

工作室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7
MA464HAM1T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良家宠宅宠物

用品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5
MA44UA2H0K声明作废。

●吕灵通购买凯瑞凤凰名苑22
-1-1301住宅房款收据丢失，

收据号4241710，金额137
50元，声明作废。

●段帷帷遗失河南天海置业有

限公司永威森林花语项目开

具的停车位收据号0017035，
金额50000元；收据号0017
602金额100000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怡凡装饰材料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303675002965遗失作废。

●焦作市佳宇物流运输有限公

司豫HK6146的车辆营运证,
号410800019775遗失作废。

●河南众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章号：4101
050336521，声明作废。

●洛阳市花仙子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公章不慎遗失，编号41
03220029375，声明作废。

●耿燕鸣不慎将新密银基房地

产有限公司2019年7月21日开

具的购房发票丢失，编号0000
0333金额10000元，房号27-1-
402，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符桂荣、王传生购买河南建业

联盟置业有限公司11号楼2单
元202号，收据丢失3份，收据号

0985269、0985268、9887547金
额合计323350元整，叁拾贰万

叁仟叁佰伍拾元整，声明作废。

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陈梦彩遗失郑州大学研

究生证，学号:20181209201
1478，声明作废。

●邓州市易云计算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1381MA40U0D51P)经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登报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另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张铁华，男，身份证

号412901194212012014系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一地质勘查院退休职工，

为孤寡老人，因病抢救无效

现已病亡，望其哥：张铁良、

嫂：雷玉荣或亲人见报后速

与我院联系并处理后事，自

登报之日起3日内没有联系

的我院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

理。联系电话：0377-6319
9509\0371-55158871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中秋
国庆长假里，郑州老乡、央视主
持人张泽群分享的一段“家庭
秋晚”视频，感动许多网友。

10月1日晚，张泽群在其
微博分享了一段短视频，配文

“献给俺娘的中秋晚会”。视频
中，面对椅子上的老母亲，张泽
群像个孩子一样，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跳舞，现场表演了一场

“家庭秋晚”。他先是为老母亲
跳了一段富有节奏感的藏族舞
蹈，接着唱了两首老歌《北京的
金山上》和《东方红》。

唱完后，张泽群轻声询问
母亲：“娘，儿唱得好不好？”不
知是因为年龄大了还是别的原
因，母亲并没有肢体、言语上的
互动，他便踩着小碎步移动身
子，观察母亲的反应，看到母亲

的眼神随着自己移动，张泽群
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条视频在网络上很火，
网友纷纷评论：“有母亲在，家
就在，真幸福。”“娘是天。”“祝
老人家健康长寿！”“看得我热
泪盈眶。”也有不少网友关心张
泽群母亲的身体，“真水无香
CPJ”说：“看得有些心酸，娘似
乎有认知障碍了，可怜天下儿
女心。”

10月 9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联系上了张泽群。
对于视频引起网友的共鸣，他
说：“现在许多孩子可能像我一
样都在外地，平时很难和父母
在一起吃个饭，但对儿女来讲
尽孝也是必尽的责任，咱中国
的传统讲尽忠尽孝，工作要全
身心去做，放假回到家里也要
好好陪家人。”

谈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张
泽群说，老母亲已经 86 岁，
2015年患了脑梗，当时抢救过

来之后便说不出话来，生理功
能也在退化，只对老歌还有反
应。“中秋节的晚上，吃过饭后，
看到母亲的精神状态不错，我
想着逗老娘开心，就唱了几首
她喜欢听的歌。”

其实，对张泽群来说，像这
样的团圆时光并不多，他常担
任大型晚会的主持人，节庆假
日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

“父母希望我把精力都放
在工作上。”张泽群回忆说，在
上世纪80年代刚工作时，家里
条件不好，但为了让自己安心
工作，父母攒钱在家里装了电
话，当他每次打电话时父母都
说没事。

母亲曾在北京住过一段时
间，2004年 7月，张泽群主持
青歌赛，不能天天陪老人。有
一天北京下暴雨，他一直在忙
电视直播，到了第二天才得知
家里漏雨，母亲清扫了一晚上
水，怕影响儿子直播也没给儿

子打电话。
“爸妈在北京住的时候，不

愿让儿分心，从没说想看看儿
子现场主持节目，那时候也觉
得还有机会，结果一晃到现在
也没在北京现场看过我的节
目，父亲在2017年走了，这成
为我永远的愧疚和遗憾。”张泽
群说，一直到前几年在河南主
持活动时，才邀请母亲到现场
观看。

张泽群1985年到北京上
学，今年整35年。今年9月中
旬以来，张泽群在郑州停留了
20多天，是近些年在家乡待得
最长的一段时间。不过，这期
间他一直没闲着，2020年金鸡
百花电影节、2020年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纪念杨兰春诞辰
100 周年演唱会等大型活动
上，都有他主持的身影。张泽
群说：“家乡养育了我，有需要
我的时候，怎能不支持，现在也
是我回报家乡的时候了。”

他又唱又跳，母亲却只能靠眼神回应
央视主持人张泽群为母亲献上“家庭秋晚”，视频分享网络后，看哭不少网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张泽群为老母亲表演（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