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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眼中的大河国际车展

“有一天，独角兽带着汽车飞上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祁驿 何洪帅 文 耿子腾 摄影

小记者们在活动现场

小记者们在绘制百米画卷

本报讯 6 月 18 日、19 日，将近 200 名
大河报小记者分批走进第三十五届大河国
际车展，打卡河南省人气爆棚的豪华车展。
走进大河国际车展，琳琅满目的汽车
造型，种类繁多的参展品牌都吸引着小记
者们的目光。走进雪佛兰的展台，主持人
热情地向小记者们介绍了雪佛兰的品牌文
化以及发展历史，并和小记者们进行了积
极互动，小记者们纷纷在采访本上写下了
听到的汽车知识。
插着翅膀的救护车、装着 10 个车轮的
警车、长满鲜花的迷你跑车……长达百米
的画卷上，一辆辆汽车“奔跑”着，这是孩子
们对未来汽车的畅想，也是对未来时代的
期许。
“我希望有一天，能有独角兽带着我的
汽车飞上天。”凭借独特的想象和大胆的配
色，来自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的小
记者绘画作品脱颖而出，现场抱着大奖开
心而归。
不到 30 分钟的绘画时间，孩子们丰富
的想象力一一展现在了画布上。
“尽管大家
年龄不大，但是他们设想的梦想汽车不仅
环保节能，也独具创造，超乎想象。”现场，
一位观众连连给孩子们点赞。
当再次问小记者“大河国际车展都是
干什么的呢？
”
“学习汽车文化的平台”“玩游戏的”
“有美食”
“ 有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
小记者们开心地回答。

小记者们绘制好的百米画卷

小记者们在展台参与汽车知识互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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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耐丽遗失河南正商中岳置 ●河南省中原建设有限公司泌
阳县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登封正商
城祥园 6 号楼 4 单元 108 房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转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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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发票,发票代码 041001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转饭店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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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发票章丢失，声明作废。
金额 500003.00 元,特此声明.
●本人王鹏浩不慎遗失:郑州豪 ●刘浩雷不慎遗失由巩义市兴
瑞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森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
声明
票据号为 4227814,金额 10000 月 28 日开具给本人的收据(收
据号 1230822 金额:叁万元整)
元的质保金收据,现声明收据
●许昌集瑞美商贸有限公司
原件作废,不作为退押金依据。 特此声明作废,如有任何纠纷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Q410428280 姓名为 与巩义市兴瑞置业公司无关
●潘小林身份证号 5221321984
●郑州兴旺木业有限公司财务
杨靖康出生日期为 2016 年 6
01058219，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专用章（号 4101810021206）
月 27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作废
区小潘开锁店开锁证丢失,备
遗失声明作废。
●2004 年 12 月 10 日出生的
案编号:ZZKS0559-001,声明丢失 霍宇嘉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王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姓名:于瑞彤,性别:女,出生时 编号 410082792 声明作废。
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间为2008年4月7日14时39分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0 码 92410727MA3Y5C4U47
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声明作废
届会计学（CIMA 方向实验班
为 I410244324)丢失,声明作废. ）毕业生杨明遗失就业协议书， ●唐晓倩,身份证号5116811997
●郑州市金禾穗餐饮管理有限 编号：
0730006X我本人不慎将河南宏
160111137,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郑市运公司营运车 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
公司不慎遗失河南艾特米商
的维修基金收据(编号0068918,金
辆豫 VJ66D5，道路运输证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
额17902元)遗失,房号:宏江瀚苑
丢失，证号：
410184039906，
保证金收据一张(编号:05981
二期10号楼2022,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01,金额:148449 元),声明作废。
●郑州坤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郑州市金水区国伟脆皮烤猪
●刘莉郑房权证字第 12011820
司位于巩义市光明路 17 号 5
熟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23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
号楼附 101 号的不动产权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5
坐落:郑东新区康平路18号5号
（证号 20180000658）丢失
MA45XQ0E4E 声明作废
楼2单元13层76号,特此声明.如
●孙焕香不慎遗失农村土地承 声明作废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周丽娟(身份证号4101021977
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豫(2
●姓名:李梦语,性别:女,出生时
04105027 不慎将河南宏江溢
017)鲁山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间为2017年4月10日13时31分
彩年华开具的购房款收据(编
营权第 067818 号，合同编号
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号5748000,金额:50000元)遗失,
为 410423214244010041J，
为 Q410719287)丢失,声明作废.
房号2–2–103户,特此声明作废。
户主:李怀，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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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辰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章、原法人手章、银行
印鉴卡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玮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225
071357701L)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法人章(李恩奇),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老船长铁板鱿
鱼店(92410105MA9GXLKE72)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安良热干面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
号JY24101920048594声明作废.
●洛阳宏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瀍河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304MA40DL6B0A，声明作废。

公告
●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连霍高速洛阳服
务区餐饮原材料采购项目招商
已批准实施，现进行公开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 2022 年 6 月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仲裁二厅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云素英:

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
自公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州银行股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份有限公司惠济支行与你方
借款合同仲裁案【(2021)郑

仲案字第 0821 号】,仲裁庭定

二厅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2021)郑仲案字第 0825 号】,仲
裁庭定于2022年8月10日在本委
仲裁二厅开庭审理.现依法向

车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惠济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仲裁 ●

公示

案【(2021)郑仲案字第 0822 号】, 我叫马连翠,于 1991 年购买新
仲裁庭定于2022年8月10日在本 乡市华中房屋开发公司开发

委仲裁二厅开庭审理.现依法向 的位于北干道 192 号院华中 2
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 号楼一单元二楼东户小区的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房产,由于华中房屋开发公司
●韩莉莉、河南超达汽车服务

现已无法联系,现由我单方提

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郑

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特此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济支

公示。如有异议的可向新乡市

行与你方借款合同仲裁案【(20

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提出,

21)郑仲案字第 0823 号】,仲裁

公示期满 15 个工作日后,登记

庭定于2022年8月10日在本委 部门将为我进行登记发证。

楼办公室领取招商资料。2.招

●张小龙、原文奇、河南超达汽

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车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
6512。3.公司经营开发部电话： 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0371-65056581。4.公司纪检 济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仲裁案
监察部电话：
0371-86073136

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高耸立、张新凤、河南超达汽 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

仲裁二厅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

商咨询电话：
曹女士 1361379

●贺海涛、李佩、河南超达汽车

于2022年8月10日在本委仲裁 济支行与你方借款合同仲裁案

23日—6月30日到连霍高速K6
80 公里处洛阳服务区北区二

裁庭定于2022年8月10日在本委

于治峰、周海庆、河南超达

【(2021)郑仲案字第 0824 号】,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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