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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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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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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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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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招聘

●小时工35招代理15036024718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寻亲公告

●本人翟和功住郑

州市航空港区新

港办事处翟庄村

144号，于2010
年9月11日早上5点在村南路

口捡到一名女婴，父母信息

不详，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

联系电话13213075741

公告

●关于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安阳市福尔福万源

汽贸有限公司,机构编码:41
050057499758300,营业地址

:安阳市龙安区安彩大道中段

路北,联系电话:0372-331106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督局,发证

日期:2020年10月16日,有效

期至:2023年9月13日,安阳市

福尔福万源汽贸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公告: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
核准，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
符合要求，准子变更登记,现
予以公告。单位名称:巩义市
青青葵幼儿园，社会组织统
社会信用代码: 5241018106
1377055T,变更事项:法定代
表人、名称，变更前:张洪雷、
巩义市华星幼儿园;变更后:张
继红、巩义市青青葵幼儿园;
变更日期: 2020年9月23日
●声明：郑有芬，女，汉族，家
庭住址：河南省漯河市临颍
县王孟乡潘庄村4号，身份证
号：632126198709152728改
名为宋有粉，女，汉族，家庭
住址：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王
孟乡潘庄4号，身份证号：
6321261987091527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声明

●正商珑湖上镜11-1-103董
红珍丢失由河南正商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2020年6月29日
开具的装修收据票号3544563
金额2000元，声明丢失作废。
●陈琼将太康万达金麟府首
付款收据原件丢失，票号
1363527，声明作废。
●新乡市牧野区指爱美甲屋（注
册号410711614155022）,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李宁，不慎将人民警察证
遗失，警号：4119422，特此
声明作废。

●河南庚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登封大冶分公司公章(编号41
01851690477)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捷通实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0002005883，声明作废。

●王海灵遗失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开具的河南省医疗门诊

收费票据（发票号：N0.24039
59，登记号：0004240408，金
额：1494.00元），声明作废。

●郑州郑杰货运有限公司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

证号：410105004125，声明作废。

●郑州众诚线缆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1085
550588J)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孙小强身份证号:4110231976
11236519将许昌天明地产有

限公司开具的728#车位款收

据遗失（金额:100000元；编

号5125065）与地下车位两年

使用权转让协议特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许昌

天明地产有限公司无关。

●本人阮磊申、王雅雯遗失荥

阳碧桂园龙城二期23栋1-31
02购房发票。票号:00225744，
款项:首付款，金额:257618元，

声明作废。

●洛阳永动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码41030500
57000）丢失，声明作废。

●张敏遗失郑州大桥医院开具

的票号5870942、5870943，
金额1537.5元，声明作废。

●河南省福明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工商

号410103000132034声明作废。

●郑州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

王红）均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锦帝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1MA3
XAM2J55)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崔记米线，不

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

失，许可证编号: JY241010
50036819，声明作废。

●我公司“河南省安装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南阳经理部”项

目印章于2016年9月20日遗

失，现公告声明作废。

●苏秋桃位于巩义市望嵩路12
号3号楼附17号房产的不动

产权证（证号20190014950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力协电器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775
1317864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丢失，声明作废。

●杜海林遗失新郑市人民医院

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发票票据1张,票据代码:4102
14,票号:0023495,金额:5312.
68元,声明作废。

●姜国欣郑房权证字第140107
4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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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国欣郑房权证字第140107
4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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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简居实业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4M
A4819KX9C)营业执照副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田桂英丢失金基不动产(郑州)
有限公司开的蓝堡湾三期负
一层A区069的车位款发票1张
(代码241001310070,号码0035
8929,金额￥110000元,大写:
壹拾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765158，姓名为
陈禹轩，出生日期为2016年
8月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尧玉勇，武警警官证，号码：
武字第9778163号，遗失作废。

●河南朗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3150046254),
财务章(编码4103150046255),
发票章(编码4103150046256)
和法人章(徐云印,编码410315
0046257)丢失,声明作废。

●白寨镇堂沟村卫生所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49100244
45201）丢失，声明作废。
●陈伟,男,身份证号41080219
7803182018,有效期限2014.
01.02日—2034.01.02,该身
份证于2020年11月16日丢失。

本人郑重声明,自丢失之日起,
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为及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
失与本人无关!特此严正声明。

●河南世纪中鑫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洛阳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0
02601138，声明作废。

孩子河边洗手落水
众人接力成功营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1
月13日，11岁的孩子小涵（化
名）吃过午饭后和同学一起到
安阳市的三里屯附近玩耍，由
于喝奶茶时洒到了手上，就下
到旁边洪河的河堤处洗手，结
果脚下一滑不慎落入水中。正
好路过的王靖心看到小涵在水
里挣扎呼救，就赶紧拽了根柳
枝跑到水边救人，但小涵离岸
边已经一米多远了，根本够不
到，眼看孩子在水里扑腾着体
力不支，王靖心顾不得脱衣服
就跳入水中救人。王靖心和小
涵一同被卷向河中央。

河堤上，由此路过的安阳
工学院学生马丛和荆向阳见状
边报警边跑到三里屯商业街找
人帮忙。“当时是11月13日的
下午1点半到2点之间。”救人
者路江元告诉记者，自己在洪
河附近开一家快递店，当时自
己正在店里分拣快递，就听到

有人大喊：谁会游泳？有人掉
到河里了！

听到呼喊，路江元赶紧往
河边跑，一边跑一边脱衣服，扑
通一声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
水里。

“当时我看到河里有两个
人浮浮沉沉，看上去快不行
了。”路江元说，自己游过去后
先拉住了离自己最近的小男
孩，拼命地往河边游。

这时，已经66岁，在附近
开冒菜馆的张同仁也跳入河
中，从路江元手中接住孩子，在
岸上的群众合力帮助下，成功
将孩子救上了岸。由于救助及
时，孩子并无大碍，只是冷得发
抖，路边的好心人给其找来衣
物换上。

为了救人
他的生命定格在29岁

路江元将孩子递给张同仁
后立刻又返回，去救还在水里
的王靖心。路江元说：“我往回

游到一半时，看到他（王靖心）
的头往上露了一下又沉下去
了，但游到他下沉的位置时，找
了一圈没找到，当时水很凉，我
也没有力气了，没办法，只能游
回了岸边。”

路江元游回来时，他的员
工刘云龙见王靖心没被找到，
就立即脱衣下水，在水中寻找
王靖心，但终因水深流急，加之
天气严寒，经过20多分钟寻找
未果。

在这期间，警方、消防和
120也都陆续到了。后经过公
安、消防、水上义务搜救队近两
个小时的打捞，当天15时 30
分，王靖心才被救援人员从河底
打捞上岸，经医护人员现场近
30分钟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
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9岁。

事发后，小涵的妈妈李女
士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对路江元、张同仁等好心人专
门登门致谢。“我真的太感谢他
们了。”11月16日下午5时左
右，记者电话联系上李女士，她

正在殡仪馆向王靖心致哀。电
话那头，她泣不成声，言语中充
满了对王靖心及其家人的愧疚。

“英雄”的背后
是点滴善良的汇聚

王靖心出生在汤阴县伏道
镇南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4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由奶奶抚
养长大，家庭困难，2018年才在
汤阴县卫健委的帮扶下脱贫。

在王靖心家人眼中，他是
家人的骄傲，2010年他以优异
成 绩 考 入 洛 阳 理 工 学 院 。
2018年结婚后，与爱人共同努
力，家庭生活也正慢慢好转。

据村支书李连河讲，王靖
心在村里乐于助人，勤劳善良，
邻居王祖河是位残疾人，在家
喂了一群羊，王靖心只要在家，
时常到他家帮助铡草，提起王
靖心，村民们纷纷点赞。他为
人豁达，平时积极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
工作，他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年初疫情防控期间，王靖心
主动到村委会请缨，参加村口
执勤。在洛阳理工学院，王靖
心好学上进，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各种公益活动，热心帮助
困难同学，多次被评为优秀学
生干部。

路江元曾在2013年发生
在林州市的一起交通事故中，
在包括一名孩子在内的受伤人
员面临严重危险时，他同其他
路人一起出手救援，使受伤人
员得到了及时救治。张同仁曾
在2004年在七里店107国道
旁救起一个女孩，获得文峰区
宝莲寺镇见义勇为奖励；今年
11月1日中午在三里屯洪河边
钓鱼时，救起一名家为马投涧
乡大屯村的落水男孩，并安全
将其送到大人身边。

11月 15日，安阳市文峰
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进行公示，拟对王靖心、路江
元、刘云龙、张同仁群体有关行
为确认为见义勇为，以弘扬社
会正气。

孩子落水，众人接力上演生死营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11岁的孩子小涵（化名）河边洗手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王靖心救人心切，直接跳水救人，无奈也被卷入河中，附近
的路江元、张同仁、刘云龙等人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众人接力将孩子救上岸，不幸的是王靖心经抢救无效，生命永远地
定格在了29岁。11月16日，记者相继联系上了救人者路江元和张同仁，以及孩子的家属李女士，对此事进行了了解。

事发安阳，其中一位救人者再也没醒来，生命定格在了29岁

王靖心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