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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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南阳市航兴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411303100006792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 注销公告
登封市万林置业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31
753144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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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转让

闲置设备转让
车铣刨磨镗等设备价格面议
联系人宁先生13939003819

声明

●个体工商户刘志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1
624607019073，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开具给郑州儿童医院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033021800104,发票号码:
22171893,发票金额:237600
元，大写：贰拾叁万柒仟陆
百元整，声明作废。

●李丹丹遗失河南理工大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证与
学位证,毕业证书编号104601
201205223850,学位证书编号
1046042012400786,声明作废。
●本人在登封市嵩山公墓有墓
地一处9区4台1排附1号(滑建
聪)，不慎丢失原订墓单、交
款收据、墓地证,声明原手续
作废。声明人:滑志刚(滑建聪
之子) 2021年4月6日
●郑州市金水区广电旅馆(信用
代码92410105MA45FJ8G46)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斗南律师事务所吴佩璇
不慎遗失河南省司法厅2019
年7月16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书号：1411520171192
3874，声明作废。
●郑州特美特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预留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大学园区支行原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遗失,
声明作废。
●姚振华遗失医师资格证书，
证件号2014411424127241
97811072972，发证日期：
2014年12月31日，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金裕祥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因保管不慎丢失福田
牌合格证一张.车辆型号:BJ30
40D8JBA-AA车架号:LVBV3JBB
1LE265134发动机号:Q2010065
83D合格证编号:WAG13100659
9381合格证印刷号:No.I3118658.
此车辆合格证声明作废。
●刘海峰警官证丢失，证号01
6869，声明作废。
●巩义市回郭镇男杰钣金店不
慎丢失编号为4101813367
876的公章声明作废。
●巩义市金博商厦丢失以下证
件：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10181170497291、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17049729—1，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爱乐家里量
贩便利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
101920057188,声明作废。
●郑州万融置业有限公司(914
10122MA4418DQ0X)遗失本
单位空白收据,收据编号为0943
132-0943200、4190801-4190
920，声明作废。

●兹有郑州顺凯货运有限公司
豫AW5295，豫AW8895，豫AV
2785，豫AX9665豫AX6271豫
A0563Y豫A9923J豫AZ2650豫
A2967C豫A1659H豫A2963L豫
AV3821，豫AV1131豫A9928E
已提档过户.豫AV5620豫AS8
76挂（出险报废）以上车辆
已与本公司无关。
●卜玉杰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220410108000174,
执业地点:河南郑州市惠济区
高文丽口腔诊所,声明作废。
●顾康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第三方就业协议书,学号：
1704960416，声明作废。
●岳玟希（2017年11月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2170424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洛宁县工商业联合会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380003
91401,开户银行:河南洛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66501011600000381，
声明作废。
●河南新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公章（编号41010000858
37）遗失声明作废。

●许二姣遗失河南豫发集团有
限公司开具首付款收据，编
号7033078，金额214000元，
开票日期2018.8.27,声明作废。

●张金风(身份证号412727198
707280740)于2018年1月31
日购买锦家置业有限公司三
期11号楼2703户收据遗失,收
据号1618081金额107500元,
收据号1005446金额107500
元,此两张收据声明作废
●禹州市占伟副食店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1670443，姓名：张
筱涵，性别：女，出生日期为
2017年04月24日03时25分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朱丹遗失南阳师范学院汉语

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04811201705005275;
学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1048
142017004556,声明作废。

大河报广告中心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揭秘：“王某岭”靠三种途
径筛选目标家长

连日来，顶端新闻·大河报
记者采访了多位受骗家长，试
图还原他们被骗的经过。记者
归纳、总结发现，“王某岭”主要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在茫茫人
群中，高效率地找到了30多个
目标家长。

方法A：业主群里发广告
王先生是30多名受害者

之一。谈起被骗经过，他直摇
头。原来王先生和行骗人“王
某岭”同住在一个小区，还是邻
居。“我侄女秋季要入学，我就
特别留意入学信息，他在业主
群里发了一个广告，说花钱能
办入学，就这样搭上线了。”王
先生回忆说。

2020年6月11日，“王某
岭”和霍某某两人找到王先生，
在反复确认了金额、学校后，王
先生通过微信转给霍某某
15000元。

“我们虽然是邻居，但以前
并不认识，完全是因为业主群里

那个小广告，才上当受骗的。”王
先生说。2020年9月，他侄女
也没能在理想的小学入学，最后
回老家的乡镇小学入学。

方法B：沿街进店推销
赵先生被骗得更偶然。常

年在郑州航空港做小生意的
他，看着儿子到了入学年龄，迫
切希望留在身边入学。“8月份
的一天，店里来了个保险推销
员，没谈几句保险业务，开始推
销花钱办入学的业务，我就用
微信转给王某岭11000元，结
果没办成事，钱也要不回来。”
赵先生说。

方法C：熟人介绍
“我交钱后，想到朋友家孩

子也上小学，就主动给他们介绍
王某岭，结果害得两个朋友也上
当受骗了。”张先生自责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家长
们被骗经过各不相同，但归纳
起来，基本上是上述三种情
况。为何对“王某岭”的话深信
不疑？不少家长透露，王某岭
自称妻子（记者注，经核实为前
妻）是某小学教务处领导，还是

区教育局领导亲戚。“有这层关
系，他说无论哪个小学都能安
排，还能协调办驾照，加上他有
个汽车维修店，感觉很靠谱。”
一位受骗家长说。

警方：案件侦办中，期待受
害人提供新线索

本案距离案发时已有7个
月，如今进展如何？顶端新闻·
大河报记者近日来到郑州市公
安局航空港分局了解进展。分
局警务综合大队负责对接的民
警，在询问办案民警后表示，目
前案件仍在侦办中，前期被刑
事拘留的“王某岭”已被取保，

“取保不意味着侦办结束，欢迎
受害人提供新的线索、证据。”
该民警说。

刑拘了多少天？目前核实
的受害人有多少？诈骗金额总
计多少？针对这些案件细节，
该民警请示了上级部门后表
示，“待上级部门批准采访后再
做回应”。

一边是案件迟迟未结案，

一边是家长着急却无能为力。
对此，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吕
悠律师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
关取得的案件信息属于秘密，
待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检察
院阶段），受骗的家长们可委托
辩护律师查阅卷宗。

调查：全国各地有不少家
长被骗

轻信“内部人”能办小学入
学，家长们频频被骗。

2019年，本报曾报道了郑
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侦办的
一起案件：一名30岁无业男子
尚某，在朋友圈发信息谎称能
帮人上郑州优质中小学，先后
骗10名家长41万多元。

不仅是郑州市区，各郊县
也频频有家长受骗。比如本报
2020年9月11日报道，中牟县
的姚某某，自称能将农村小学
生、初中生介绍进入县城学校
就读，先后收取几十个学生家
长各项费用100余万元。

河南省内关于入学被骗的
报道也非常多。本报2021年刚
刚报道过一起案例：洛阳姜某自
称有洛阳某学校的名额，先后骗
取36名家长130余万元。

不仅河南频发类似案例，
陕西、江苏、广东等各地也频频
出现类似报道。

提醒：提前熟悉招生政策，
切勿轻信“花钱入学”

骗子套路五花八门，记者
根据报道的案例，梳理了以下
7类：1.自称“有门路”，违规有
偿招生；2.自称“可借读”，缴费

即可安排入学；3.自称可“走捷
径”，参加培训包上名校；4.自称

“有名额”，民办学校线下违规
招生；5.放“迷雾弹”，发布网络
虚假信息；6.办“假中介”，伪装
官方交流平台；7.自称有“学区
房”，可供孩子对口划片入学。

家长为啥这么容易被骗？
仔细分析无非两个方面原因。

一方面家长不了解招生政
策，特别是没有提前准备入学
材料及证件。比如，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30多位家长被骗，其
中一部分是因为没有提前办理

“居住证”。倘若进城务工人员
提前办好了居住证，无论是否
有房或购房合同，加上其他必
备条件，可轻松办理“公办”或

“民办”入学，根本不会给骗子
留机会。

另一方面，家长轻信所谓
的“内部指标”，以为“花钱”、交

“培训费”就能上优质学校，这
类情况属于“择校”范畴。根据
招生政策，一般的公办学校讲
究“划片”招生，一些“艺术”特
长的学校会提前面试，“择优”
录取，这也是骗子最容易忽悠
家长的地方。

义务教育段学校入学招生
工作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无论
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必须
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招生纪
律。在此，本报提醒广大家长，
要提前查阅招生政策，准备入学
资料，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要
早日办好居住证，切勿轻信“花
钱”就能办入学的虚假宣传，以
免上当受骗。同时，也告诫那些
打着“花钱入学”的不良动机者，
切莫“伸手”，否则可能面临牢
狱之灾。

他如何筛选到30多位被骗家长？
轻信“内部人”能办小学入学，全国各地不少家长上当受骗

顶端新闻、大河报近日以
《想让孩子在身边上学，他1.1
万元辛苦钱为啥“打了水漂”？》
为题，报道了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进城务工人员为让随迁子女
入小学，被“王某岭”分别骗走
8000元至8万元一事。“王某
岭”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筛选并
行骗30多位家长的？河南其
他省辖市，甚至其他省份，小学
入学或择校被骗的报道层出不
穷，家长该如何避免“入坑”？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新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