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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 R410182345，姓名为
窦眀皓，出生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2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亲情林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代码：91411600MA3X
6Q6B44）经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市郑东新区贺梅香化妆
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101600279578，声明作废。

◆长葛市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
823372586480），公章编号：4110
827019535），原有公章声明作废。

◆大观国贸 A 座四楼 A4067 号
铺位 履 约 保 证 金 收 据 遗 失 ，
金 额 ：10000 元 ，声 明 作 废 。

◆柘城县兴柘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代码：9341142439695652
6A）经决议注销，已成立清算组，
望各债权人在本公告 45 日内，
向我社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张恩丽护士资格证（证书编
号：201441008867，签发日期：20
14年 03月 31日）于2020年 1月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马莉娅合同编号 050169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192175，金
额：10000元、编号：0032667，金
额：20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白洁合同编号 050276 的
保证金收据（编号：0187852，金
额：20000元、编号：0192176，金
额：10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乔郑杰丢失郑州港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发
票，开具日期 2019 年 12 月 15
日，发票号：07515390，金额：
1246622 元、开具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发票号：07515930，
金额：100000 元，声明作废。

◆白金长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1322600001023）丢失作废。

◆小车豫 A（0L963、H0586、F6
V6、ML883、ML882、8U848、CH
667、3959M、Q016V）豫BSH806，
大 车 豫 K65519、豫 A （B38
99、C9539、E3139）机动车登记
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史园玲，合同编号 021298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187930，金
额：15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鲁小红，合同编号 021296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0187928，
金额：12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L0908，许可证，号：0015714，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L5008，许可证，号：0015713，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L9008，许可证，号：0015710，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L9952，许可证，号：0015719，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Q3888，许可证，号：0015723，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Q5588，许可证，号：0015726，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Q9555，许可证，号：0015725，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志钢（注册号：411081628040
424）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沈丘新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代 码 ：91411624345058734P）
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范亚峰（代码：92411082MA46G
WHX2T）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郑州路达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章（王安江）作废。

◆林州市开元区明明百货店（注
册 号 ：410581600069688）营 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小倪曲沟熟肉
制品店（代码：92410505MA46J0
FX97）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冯国栋（注册号：410422620156
793）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侯国友位于杞县二化开杞
公路南房屋所有权证遗失，证
号：C000182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志华（身份证号码：410221

198108227617）证号：6-2301，
地址位于开封市祥符区清华
园21号楼1单元402号房。面积
118.20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
丢失，声明作废。特此证明。
开封市祥符区房管局档案管理股

2020年1月17日

据悉，赵忠祥在去年 12月因腿部不适前往
北京世纪坛医院就医，彼时诊断发现赵忠祥患
有鳞状细胞癌，并已扩散。

赵忠祥的病区，从窗户就能看到中央电视
台的老楼，那是他工作几十年的地方。

几天前的下午，同事们前来探望时，赵忠祥
已经深度昏迷。

到访的诸位，都是中国电视屏幕前观众熟
悉的名字：敬一丹、李修平、白岩松、鞠萍、鲁
健。作为后辈，他们过去时常称呼赵忠祥为“宗
师”，只此一人。

他们都知道，1月16日，是赵忠祥78岁的生
日，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天。

但他还是没能挺过去，2020年 1月 16日上
午，坏消息被证实。儿子赵方发布了讣告，宣告

了父亲的永别。
很少有人知道，“赵方”这个名字，实际上是

刚参加工作时，赵忠祥给自己起的播音名，后来
没用上，便传给出生后的孩子。

这个名字的原本寓意是，让声音传遍四面
八方。他的确做到过。

在中国电视工作者中，赵忠祥丰富的从业经历
堪称独一无二。作为央视第一位男主播和主持人，
在超过50年的从业生涯中，他主持的节目类型涵
盖了迄今为止电视屏幕上几乎所有的播出形态，从
新闻、评论、采访、解说，到综艺、朗诵、少儿……

他还有一些时代造就的开拓者般的际遇。
早年间，诸多国内外重大新闻都是通过他的

声音转播出去的；因为出色的播音水准，他被指
定为毛泽东主席重要新闻的唯一播音员；他是
1978年《新闻联播》第一位出镜播报的播音员；他
是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中国记者；他
是第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上的中国
主持人；他主持过15次央视春节晚会……

赵忠祥的语音、语调之所以至今都能让观
众耳熟能详，还离不开两个栏目，《动物世界》和
《人与自然》。有人统计，赵忠祥至今已为《动物
世界》和《人与自然》共配解说两千五百多部
（集），解说文字一千八百多万字。

在 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晚的小品《昨天今
天明天》中，当被问到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话
时，宋丹丹扮演的“白云大婶”张口说了这样一
句话：“我十分想见赵忠祥。”这句经典台词足可
见赵忠祥在那个年代的热度。

赵忠祥病逝的消息传出后，有不少人想起
了这句话，留言说“我再也见不到赵忠祥了。”

（据中国新闻网、新京报）

赵忠祥昨日因病去世，这一天正是他的78岁生日 他的声和影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那个几代人熟悉的声音走了
看《动物世界》的童年也一去不回

河南商报讯（记者 王蒙）在
表达着内心悲痛与惋惜的同时，
也有不少人疑惑道，“赵忠祥患的
鳞状细胞癌是什么癌？”

河南商报记者通过采访了解
到，实际上，鳞状细胞癌离我们并
不遥远，它的身影存在于很多常
见的癌症当中。鳞状细胞癌简称
鳞癌，又名表皮癌，是发生于表皮
或附属器细胞的一种恶性肿瘤，
癌细胞有不同程度的角化。

“实际上，所谓的‘鳞癌’是一
种很笼统的说法，鳞癌只是病理
类型，包括肺鳞癌、食管鳞癌、宫
颈鳞癌等，它存在于很多常见的
癌症之中。”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付亚杰解释道。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
监测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肿
瘤医院内科副主任陈小兵表示，
鳞状细胞癌多见于有鳞状上皮
覆盖的部位，如皮肤、口腔、唇、
食管、子宫颈、阴茎等处。此外，
还有一些部位如支气管、膀胱、
肾盂等处，虽无鳞状上皮覆盖，
但也可通过鳞状上皮化生而形
成鳞状细胞癌。

夺走赵忠祥生命的
鳞状细胞癌是什么癌

链接
“春天到了，塞伦盖

蒂大草原的第一场雨后，
万物充满了生机……”
《动物世界》里那个充满
磁性的声音，永远地离我
们而去了。

2020 年 1 月 16 日
早晨，赵忠祥先生之子赵
方通过赵忠祥的个人认
证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
息，赵忠祥2020年1月
16 日 7:30 因病在京去
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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