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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两名男子跳河救起母子俩的事迹，经本报和许昌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8月30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授予周鑫
强、李小鹏二人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奖励正能量奖金1万元。

为救落水儿子，妈妈跳下数米高桥，双双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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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两勇士纵身下水 保母子平安

母亲跳水救儿双双溺水 许昌两男子下水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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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自有二级市政工程公司寻合
作伙伴 13838011117

公告

● 公 告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一地质勘查院职工郭立新,
男,身份证号 4129011967081
61557; 杨铂,男,身份证号 41
2927197311151578,请你们在
2021年 9月 20日前到单位报
到,联系电话 0371-55158802。
如不按时报到,单位将根据相
关规定予以处理。

●注销公告:林州市大河汽车配

件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58157630937
7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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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司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热烈庆祝郑西建业联盟新

城五期东方既白盛大交房

尊敬的郑西建业联盟新城五

期东方既白业主：您所购置

的位于上街区金屏路 38号 17
#、18#、28#、29#、30#、31#楼，

已符合交付条件。我公司

定于 2021年 9月 1日至 3
日集中办理交付手续，恭迎

郑西建业联盟新城五期业主

温馨入住，咨询客服电话：

0371-68911111特此公告。

河南建业联盟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声明

●河南中机埃斯顿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91410100MA44UE974T
公章编码 4101010030952财务
章编码 4101010030953，公司
法人柳战强，营业执照、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2021年7月20日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机赛飞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91410100MA9G41TT4W公

章编码 4101021697912财务章

编码 4101021697913、河南中

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9141010
0MA464QU97P公章编码410101
0064790财务章编码 41010100
64791、河南中机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91410100553181876C公
章编码 4101000223316财务章

编码 4101000223317，上述公

司法人均为柳宣明，上述营业

执照、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2021年7月20日丢失，声明作废。

●朱广敏遗失河南省郑州市惠
济区人民法院开具的案件受
理费、申请费收据，票号 00
07045，金额 21950元，现
声明作废。
●淅川农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章,法人章(法人:李汉林)
合同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黎长浩,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2019届毕业生遗失三方就业

协议编号141209109,声明作废。

●编号Q410279652,姓名李皓

宇,出生日期2016年09月10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本人张翔，身份证于2021年8
月 1日丢失，身份证号为：410
72819880517628X，签发日期

为 2018年，本人郑重声明，以

上丢失的身份证自遗失当日

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非

本人行为并由此造成的法律

责任或经济损失本人一概不

负责任。特此声明。

●巩义市荣鑫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丢失编号为 41018100503
53的公章声明作废。

●张博涵遗失郑州市中心医院

收费票据一张，发票号码O
C3095090，金额:1193.41，
声明作废。

●江斌遗失郑州永恒万通置业

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开

具的收据 3张：收据编号 0013
264（金额 159600元）；收据

编号0013265（金额159600元）；
收据编号 0013266（金额 16270
0元），声明作废。

●张诺一,性别:男,出生时间 20
18年 11月 28日 22时 00分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S4105349
67丢失，声明作废。
●许馨郑房权证字第08010118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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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珅铵，2014年 5月 12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O410951063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李泽民不慎遗失由郑州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20
20年 11月 26日开具的钢苑小

区 13号楼 1单元附 5号的房款

收据（姓名：李泽民，金额：

101907元 ，票据号：35000
22,）特此声明作废。

●潘红彩遗失周口万达广场开

具的 2－107购房定金和首付

款收据,订金编号:3940781，金
额50000元。开具日期2019年
9月 5日首付款编号:3941439，
金额 1109576元。开具日期

2019年 9月 29日，声明作废。

●父亲胡峻菲与母亲阎保华遗

失女儿胡菁洋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1004798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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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17日

上午10:00时在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l23.org.cn)公开现状拍
卖 旧 彩 钢 大 棚 一 批 ，面 积 约
5510m2，起拍价25元/m2。
详情咨询: 0379-63120370

13937959490
展样时间:2021年8月31日-9月16日
展样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宝坪
公司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459号

数码大厦A座1513室
洛阳市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公 告
因S240济邓线汝阳县付店中桥至牌路段5座危桥需拆除

重建，为确保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采取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禁止一切大中型车辆通行，小型车辆行驶要服从现场保通人员
指挥，小心慢行。车辆绕行方案如下：

来往付店、西泰山的车辆请绕行：付店中桥-三婵线靳村
段-靳太线泰山庙段

施工工期：2021年9月1日-2022年1月15日
特此公告

汝阳县公路管理局 洛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汝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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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8月25日，河南许昌一名2岁
男童落水，孩子的母亲不会游泳
却救子心切从数米高的桥上跳入
河中，结果两人双双溺水。正在河
岸陪孩子玩耍的周鑫强听到呼救
声后，立即奔到桥下。他翻过护
栏，纵身一跃，快速游到河中间，
将孩子托到岸边。

周鑫强大口喘气，筋疲力尽。
突然有人喊道：“还有一个，水里
还有一个女的！”“都不见人影了，
这可咋办呢！”周鑫强一惊，回头
看到河里隐约漂浮着一个大人，
头朝下，也没有了动静。“我这时
如果冒险下水，估计连自己都够
呛。”周鑫强说，真的太累了。

危急时刻，岸上有人抛下两
个救生圈。周鑫强套上救生圈，和
另一位救援者李小鹏一起下水救
人。他们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游向
岸边。岸上的人也来帮忙，长长的
鱼竿抛过来，帮他俩省了不少力，
最终落水女子被救上岸。经过简
单施救后，两名落水者被救护车
送到医院抢救。目前，母子平安。

水上救援专业人士指出，下
水救人不能冒失，即便会游泳，也
要具有相关的救人知识和技能。
如果不会游泳，最好不要下水救
人，应该大声呼叫附近的人前来
救援，或者借助救生圈、长木棍等
工具在岸上施救。

记者获悉，两位救人者都是
许昌人，周鑫强30岁，庞庄人；李
小鹏41岁，洪山庙李庄人。两个
许昌人救了一对母子的事迹感动
了很多人，也获得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的关注。得知自己获奖，周
鑫强告诉大河报记者，救人不是
为了获奖，奖金多少都无所谓，获

救者母子平安才是他最大的心
愿。

8月30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公益项目组工作人员联系本
报表示，联合大河报授予周鑫强
和李小鹏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1
万元奖金，愿平民英雄常在，传递
更多温暖。

两位救人英雄获天天正能量奖励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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