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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洛阳的一位普通母
亲，因手工为女儿3个月织了200多个
发卡而走红，呆萌逼真的图案下，一针一
线织就伟大母爱。洛阳“发卡”妈妈的视
频，让一众网友点赞张女士心灵手巧的
同时，纷纷感慨“想回到童年”。

网友评论称，“这就是中国式的母
亲！”“为闺女变身样样精通的老母亲”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母亲几乎步
伐踉跄了，可手上的重担却不肯放下交
给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
肯委屈我一秒……”评论中，有网友引用
三毛在书中的一段话怀念母亲，引发网
友感慨：“想妈妈了。”截至发稿时，洛阳

“发卡”妈妈相关的微博话题下，阅读量
达2.3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视频的主角，洛
阳伊川的张女士对爆红惊愕不已。据悉，
28岁的张女士是一名护士，有俩娃。今
年暑假，大女儿在短视频平台，刷到编织
发卡的视频喜欢不已，反复缠着张女士，
称“想要卡通发卡”。在此之前，张女士从
未接触过编织，“连拿针搓线都不会
……”张女士回忆说。“其实任何一个妈
妈，都会跟我一样，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
全力以赴。”张女士说，网友的点赞和评
论，让她看得一脸泪目，“没想到我一个
小小的举动，却被称为伟大。”

“这就是中国式的母亲！”“想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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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基础3个月织200个发卡，洛阳“发卡”妈妈走红 网友称：

2021年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招收简章

20-24岁 25-27岁 28-30岁 31-33岁 34-35岁

400米 1′40″ 1′45″ 1′50″ 1′55″ 2′00″
俯卧撑（次/3分钟） 34 36 34 32 30
仰卧起坐（次/3分钟） 49 52 49 46 43

立定跳远 1.8m 1.8m 1.8m 1.8m 1.8m

年龄合
格

项目

根据工作需要，支队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00名政府
专职队员，现将具体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名额
战斗员150名、驾驶员50名。

二、招聘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志愿投身消防救援工作。

无违法犯罪记录。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残疾，无传染性
疾病，无口吃，无重听，无色盲。

（二）战斗员：男性，年龄18至-26岁，具备高中同等以
上文化程度，身高165cm以上；

（三）驾驶员：男性，年龄40岁以下，有Ｂ或Ａ类驾驶证
（A3除外）两年以上驾龄，具备高中同等以上文化程度，身
高165cm以上，有车辆维修经验者优先；

（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役人员、退役军人和
具有体育、文艺、计算机操作等特长的人员根据岗位需要，
优先录用。

三、入职待遇
（一）工资待遇 ①战斗员初级工资5500元/月（含“五

险一金”）；②驾驶员初级工资6200元/月（含“五险一金”）；
③担任正副班长、正副队长等管理职务，增发 300
元--1500元/月的岗位补贴；④战斗员和驾驶员试用期工
资（两个月）均按照1900元/月的标准执行。

（二）生活待遇 ①入职享受28元/人·天的伙食标准，发
放统一被装，实行集体就餐和住宿；②每年安排体检1次；③
每月轮休8天（含节假日），可采取周休、月休、季休等多种方
式进行。

四、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工作按照“人员报名、资格审查、现场确认、体

能测试、面试、体检、岗前培训、正式入职”的程序进行。
（一）体格初检：体格初检主要审查应聘人员的视力、身

高、体重、血压等问题，由支队后勤装备处与指定的市级以
上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负责实施，身高、体重项目参照《消
防员体格初检标准》执行。

（二）体能测试：体能测试主要检测应聘人员的基本体
能素质，共设置400米跑，立定跳远、仰卧起坐、俯卧撑4个
项目。体能测试总成绩为100分，60分为合格标准。

（三）体能测评项目及标准

（四）体能测评四个项目必须达标（60分），在达标的人
员中，成绩从高到低排名，换算为对应的百分制成绩测算，
满分为100分

（五）面试：面试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入职动机、思想稳
定性、过往经历、个人形象、言语表达和逻辑能力等情况。
面试总成绩为100分，60分为合格标准。

五、相关事项
此次招聘由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没有委托任何

第三方代理机构或个人，最终解释权归郑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所有。报名所持材料：身份证、学历证书、机动车驾驶证、
退伍证、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证件
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本人近期正面免冠1寸白底彩照4张，
以及 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参加现场确认，具有体育、文
艺、计算机操作等专业特长的还应携带相关特长技能资格证书。
（一）报名方式：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开展，报名表
将在郑州消防微信公众号开放下载，报名人员请通过邮件
形式发送至zzxfdwc@163.com。
（二）资格审查：初审通过人员携带报名所需相关材料，进行
二次审核，如有信息不符、弄虚作假等情况，取消其应聘资格。
（三）审查地点：金水区明理路与白佛南路明理路消防救援站。
（四）报名时间：从2021年9月30日发布招聘公告起至截止
到2021年10月19日结束，报名人数达到预期时停止报名。
（五）咨询电话：0371-61737267、0371-61737268，咨询时

间为工作日上午8时至11时、下午15时至17时。

六、招聘政策热点问答
（一）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入职后的工作时间和地点？

答：郑州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
岗前培训通过者，根据工作需要，分配至郑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下属的各消防救援站工作，工作时执行24小时驻勤制，周
均休息不少于2天，每月不超过8天，可采取周休、月休、季
休等多种方式进行。
（二）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的工作待遇？

答：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统一为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办
理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提供工作期间的食宿、被装等；工作满一年后，
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
（三）政府专职消防员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答：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为每一名政府专职消防员详
细规划了职业发展道路。设置了政治指导员、站长、副站
长、班长、副班长等管理岗位，拓展一线执勤政府专职消防
队员职业发展空间，并且设立通讯员、装备技师、驾驶员等
岗位；并可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
（四）对编造假文凭、假证照、考试作弊等弄虚作假行为的报
考者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一经发现并查实，取消其考试、聘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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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王乔裕0167622号契税完税证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丁永,因遗失夏邑滨河

上院所开收据3份:编号为23
48,金额226855.00元;编号为

2349,金额7004.34元;编号为

2350,金额836.00元,声明作废。

●洛阳众合新材料有限公司财

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腾跃物流有限公司道

路运输许可证副本丢失，证

号：豫交运管许可（驻）字

411728011543号，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芮霆服饰商行

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103MA
485Q5794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顺河大酒店(代
码91411023MA434Q0T7N)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钧宝斋工艺美

术品商行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给我河南豫鼎混凝土有
限公司开具的第2次资金付款
申请表（支付申请编号：支-
202011140009）的剩余10%（
185136.11大写：拾捌万伍
仟壹佰叁拾陆圆壹角壹分）的
余款收据丢失。特此证明，作
废此收据。
●河南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给我河南豫鼎混凝土有限公
司开具的第10次资金付款申
请表（支付申请编号：支-2
01812270013）的剩余10%（
3012.5大写：叁仟零壹拾贰
圆伍角）的余款收据丢失。
特此证明，作废此收据。
●河南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给我河南豫鼎混凝土有限公
司开具的结算款（支付申请
编号：支-201905060029）（
21605.5大写：贰万壹仟陆佰
零伍圆伍角）的收据丢失。
特此证明，作废此收据。
●河南兴隆市政设施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给我河南豫鼎混凝
土有限公司开具的第7次资金
付款申请表（支付申请编号：
支-201807050012）的剩余10%
（124761.86大写：拾贰万肆
仟柒佰陆拾壹圆捌角陆分）的
余款收据丢失。特此证明，作
废此收据。

●河南建隆建筑安装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给我河南豫鼎混凝

土有限公司开具的第5次资金

付款申请表（支付申请编号：

支-201707150007）的剩余10%
（86233.49大写：捌万陆仟

贰佰叁拾叁圆肆角玖分）的余

款收据丢失。特此证明，作废

此收据。

●河南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给我河南豫鼎混凝土有限公

司开具的第15次资金付款申

请表（支付申请编号：支-2
01906110009）的剩余10%（
2562.56大写：贰仟伍佰陆

拾贰圆伍角陆分）的余款收据

丢失。特此证明，作废此收据。

●马艺恩，2017年1月15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1615654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赵美棠，2011年1月13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L411020836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王婷婷南阳师范学院数学教

育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证书

编号：1048112019060045
44，声明作废。

●李亚丹丢失新龙御都国际三

期17-2-302房款收据，收据

编号:8925588,金额1178345
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R410159791姓名：

沈新程，出生日期2018年
02月19日14点50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Q411931273.姓名：

郑锦煜，出生日期为2017年
03月30日10时54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恒远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食品

生产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

证编号：SC104410184004
92，声明作废。

●崔合勇坐落于龙湖镇轩辕路

东侧、纬三街北侧国瑞铂仕

苑8号楼1单元1层103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15
01017294）丢失声明作废。

●尚小霞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

新郑市龙湖镇滨湖路西侧42
号国瑞优豪斯1号楼1单元23
21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豫

(2019)新郑市不动产权第00
23481号，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鹏刚遗失由巩义新城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建业春

天里二期C078车位按揭贷款

收据(姓名:刘鹏刚,金额:4500
0元,票据号1179783)特此声

明作废，如有任何纠纷与巩

义新城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孙国军郑房权证字第03010
65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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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荥阳市演武路先科厨房电器

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82MA4
20D511W，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杰星文具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105600129284，声明作废。

●洛阳广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编号为41031100
24534，声明作废。

●河南省柘城县邵元乡李伯侯

村五组许秀芝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证号：豫

（2016）柘城县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第033429号，声明作废。

●洛阳市超宏汽车用品贸易有

限公司发票章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

●新乡市卫滨区中南世纪风网

吧有限公司拟注销，望债权人

45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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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8#、9#楼及小区全部

车位，已符合交付条件。我

公司定于2021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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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牟
郑银村镇银行办公楼装修工

程一标段项目部印章停用公

告：由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中牟郑银村镇银行
办公楼装修工程一标段工程
已于2019年1月11日完工，

项目部印章同时停用。相关
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
设备租赁费等一切对外债务
均已结清。若有异议,自本报

公告登报之日15日内,及时提
出,逾期未提按相关法律法规

处理。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15343525756

张女士展示自己制作的发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