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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天光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易立投
资有限公司、张广霞、王新彬：

根据河南元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与新乡市牧野区秀忠商贸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南元满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将其从新乡市平原联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的牧野区（2018）豫
0711 民初 556 号民事判决书、新乡仲裁
委员会（2017）新仲裁字第 131 号裁决书
所确定债权转让给新乡市牧野区秀忠商
贸有限公司，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债权转
让通知，请根据前述生效法律文书直接
向新乡市牧野区秀忠商贸有限公司偿还
全部欠款、利息、罚息等债权。

债权转让人：
河南元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人：
新乡市牧野区秀忠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河南谦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郑州迅达路
桥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谦和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将河南谦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转移至
母公司：郑州迅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上述资质转移前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
签订所有合同产生的纠纷及法律后果，均由郑
州迅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独立承担。

该事项已向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申
请，现特此声明。

申请报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月 17 日 10 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经
济开发区第五大街第 88 号 3 号楼 2 单元 11 层
1106 号房产进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
址 ：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
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本人王清超（身份证号：41010
5195402091635）不慎遗失 2016 年
11 月 9 日和 2016 年 11 月 18 日购买
深圳前海龙骏家园养老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休闲养生白金卡，卡
号 ：NO.005893（金 额 ：壹 拾 万 元
整）、NO.05887（金 额 ：壹 拾 万 元
整），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

河南贝邦钢铁有限公司遗失正本
海运提单：提单号：S29QFDS008，发
货人 Shipper：HENAN BENON IRON &
STEEL CO. LTD，收 货 人 Consignee：
KILONGA GENERAL SUPPLIES CO.
LTD，承运人 Carrier：QI FU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船 名 Vessel：
MV QI FU，航次 Voyage：V.S19029，特
此声明该票正本作废。

声明

昨日，有媒体报道，三大运营商5G套餐详情出炉

如果5G套餐129元起
你会不会“尝鲜”

套餐 特点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10月29日，
三大运营商5G套餐详情出炉，每月均
不低于129元。同时，运营商首次采取
按上网速度定价的方式，中国联通分了
两个5G网速档次，中国移动分了三个
5G网速档次。

最近，“家有小宝”的宝妈群里，大
家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一个热点话题：女
孩被罚俯卧撑致瘫痪。这不禁让宝姨
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女童在舞蹈课上下
腰致瘫痪。

原本都是为了孩子好，可事情为啥
最后发展成这样呢？

近日，女童读错课文被罚做俯卧撑致瘫痪一事引发不少家长讨论

孩子常做这些动作 有致瘫风险

2016年 9月 26日，江西萍乡小学三
年级学生小琪（化名）因领读错误，在其
他同学的要求下，在讲台上做了几个俯
卧撑，做完俯卧撑后，她觉得腰特别疼，
没法站立，随即被送往医院。医院诊断
小琪出现脊髓损伤，如今，她都是坐轮
椅上学。

2018年 8月，女孩家属起诉学校和

教育局索赔708万元。双方就女孩脊髓
损伤与做俯卧撑是否有关展开争论。而
就在不久前，经司法鉴定，女孩脊髓损伤
与做俯卧撑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去年，河南平顶山4岁女孩小媛（化
名），因为舞蹈里的基本动作——下腰，
导致双下肢瘫痪。其实那次并不是小
媛第一次下腰，可那天出事前，她下腰

练习时，因重心不稳摔倒在地，而后起
身继续练习第二个动作时，躺在地板上
起不来了。女童随即被送往当地医院，
后因情况严重，转至河南省儿童医院神
经外科就诊。

在该院多学科会诊后，诊断为“无骨
折脱位型脊髓损伤”双下肢瘫痪。下腰
也成了让不少家长害怕的事情。

就像上面学生做俯卧撑一样，不少
家长都在疑惑一个事情，下腰这样一个正
常的舞蹈动作，为何会导致女童瘫痪呢？

据河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齐林介绍，下腰导致孩子受伤的
事情频发，是因为儿童的椎间关节
内部还没有发育完全，孩子在下腰
过程中，非常容易造成无骨折无滑
脱的一过性脊髓错位，损伤到里面

的神经元细胞。
而脊髓损伤通常是由钝性伤导致，

轻则造成运动感觉功能部分障碍，重则
导致半瘫痪或完全截瘫。在导致脊髓
损伤的原因中，除了车祸等外力伤害
外，发生率最高的，就是下腰失去重心
摔倒等这类危险动作。

齐林提醒，如果孩子练习下腰时
发生意外，一定要及时送医救治，最好

在 4小时之内送医。“年龄太小的孩子
自控能力差，容易发生意外，而且对脊
髓损伤也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舞蹈
并不是越早学越好，在孩子 6岁前，家
长最好别急着让其下腰、劈叉及练习
跆拳道等。

除下腰、劈叉等动作外，宝姨了解
到，玩单杠、小孩打闹、前后滚翻等，也
会造成颈椎或者腰椎受伤。

解读 玩单杠、前后滚翻等，也会造成颈椎或者腰椎受伤

热议 从俯卧撑到下腰，家长们被吓住了

河南商报记者 王苗苗

某运营商内部人士称，5G套餐有三大
特点：5G套餐包含更多流量，加量不加价；
5G套餐上网速率更快，是 4G的 10倍；5G套
餐填充多种会员权益。其还称，前期 5G套
餐会有折扣，整体上 5G套餐刚开始的一两
年价格肯定不会便宜，后面会降下来。

稍早之前，三大运营商在 8、9月份推出
了两个月的 5G免费体验套餐，此后又延期
到了 10月底。运营商 5G套餐的预约量也
超过了千万人，这次终于迎来了正式的套
餐。5G套餐价格的办理门槛显然比 4G套
餐高很多。不过，在同等流量大小的情况
下，5G套餐流量单价资费更便宜。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成为目前5G
信号覆盖最多的城市，广州、杭州等城市也实
现了5G网络连片覆盖。预计今年年底，全国
开通 5G基站将超过 13万个。昨天，北京市
通信管理局也披露称，截至目前，北京市共计
建设 5G基站 13014个，开通 5G基站 10829
个，已提前超额完成年初计划全年建设 1万
个5G基站的目标。 （据《每日经济新闻》）

更 多 宝 宝
的健康资讯，扫
码看看吧！

中国联通：

129 元 5G 冰激凌套餐：流量

30GB（前期再赠送 10GB流量），语

音通话赠送500分钟

159元5G套餐：流量40GB
199元5G套餐：流量60GB
299元5G套餐：流量100GB

为何采取按照上网速率来划分
5G套餐？有运营商内部人士称，主
要是出于“上网速度也当产品卖，低
价低速、高价高速”，类似现在固网
宽带按速率卖的经营模式。

中国联通：
199元及以下：

上网速度限制在500Mbps
299元及以上：

速度可达 1Gbps，超出套餐外的流

量为每GB3元
中国移动：

5G基础服务：

上网速度限制在300Mbps
5G优享服务：

上网速度限制在 500Mbps
5G极速服务：

上网速度限制在1Gbps

1.套餐详情 2.资费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