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23日

12时25分接到110

指挥中心指令，在

民权县城关镇和平

路中段发现一名弃婴。报警人

叙述弃婴是男孩，在民权县城关

镇和平路中段路南胡同中发现

的，发现时该弃婴用一个红色的

小被子包裹着。望知情者及时

转告其家人或联系社会福利救

助管理中心，特此公告，联系电

话：0370-6015362。民权县民政

局社会福利救助管理中心。

●河南大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010534503

5102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佳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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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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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绍伟豫CP3028道路运输证
丢失，证号410325007019声明作废。
●2018年2月1日出生的李梓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451886，声明作废。
●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审核，舞
阳县保和乡陡沟陈幼儿园准予
成立，统一代码：52411121MJY
5890716，特此公告。
●汝州市鑫鼎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财务章（编号：410482004722
8）丢失，声明作废。
●舞阳县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所公章（编号411121001
0499）、财务章（编号411121001
0500）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公告
寻亲公告

●舞钢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社会信用
统一代码：91410481MA3X7U2
W7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公安局何豪警官证丢
失，证号076131，声明作废。
●周口市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豫
PK2857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
411620086405）遗失，声明作废。
●张海涛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丢失，证号：4101241972040335
12，声明作废。
●鹤壁市新世纪客运场站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06007794)
138362，遗失收据一本，号码：
41060321-41060340，声明作废。

●河南省实信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泌
阳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72
6MA45E94H4K）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王岗双鑫新型
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91411503396789000Y）遗
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9434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42778，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9241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42776，声明作废。
●张子清，身份证号：410106196
70419****，河南华威律师事务
所，律师执业证号：1410119921
0906174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硕丰熟食店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106MA47X99E72，声明作废。
●汝州市沐霖实业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04820052215）丢失，
声明作废。
●杨宁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丢失，证号：4128281978060103
13，声明作废。
●偃师市大口镇南窑村素芳商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0381MA45D7MT6X，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9日出生的杨林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705073，声明作废。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周口富达运
输公司豫P8N41挂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3967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潢川县智诚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由5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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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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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子
1989 年 7 月 9 日，母亲任某友

带着儿子唐某非在贵州省六盘水市
农贸市场卖菜。“就一转眼的时间，
孩子就不见了。”唐某蔺告诉民警，
当时由于孩子母亲正在卖菜，一时
没顾上3岁多的儿子，没想到，当她
再次回头时，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唐某蔺一家四处寻找，报警，
贴寻人启事，上电台、电视台播寻子
消息……“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了，
也都做了，但就是没有任何消息。”
唐某蔺说，儿子唐某非失踪后，他和
妻子以泪洗面，30多年的时间，他
们始终没有放弃，只要有线索，他们
就会想方设法进行核实。

2000 年，在民警的协助下，夫
妻俩在贵阳市公安局进行采血，信
息录入全国 DNA 库，希望高科技
能帮到他们。

血缘
2019 年 10 月，全国公安机关

“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

推送了一条信息给郑州市公安局

东风路分局，原来，东风路分局民

警在信息采集中，采集到一位名叫

孟 某 君 的 血 样 信 息 ，上 传 全 国

DNA库后，发现孟某君的DNA数

据与报案称的唐某蔺的数据匹配，

符合遗传关系。

为了确保鉴定结果准确无误，

慎重起见，东风路分局案件侦办大

队民警辗转联系到贵阳市公安局

相关办案人员，沟通之后，又到孟

某君户籍所在地进行实地核查，并

找到孟某君本人再次进行采血；贵

阳警方也多方联系其父母再次采

血。最后经比对，确认孟某君系唐

某蔺在 1989 年丢失的孩子唐某

非。30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

2020年4月22日，东风路分局

为唐某蔺一家举行认亲仪式，一家

人在民警的帮助下实现了 30多年

后的首次相聚。

“儿子，30 多年了，
总算找到你了啊！”4 月
22 日，在郑州市公安局
东风路分局案件侦办大
队，来自贵州的唐某蔺
喜极而泣，紧紧抱着失
而复得的儿子唐某非
（现名：孟某君），久久不
肯放手（如图）。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
团聚，唐某蔺一家对东
风路分局民警充满了感
激，正是因为民警的倾
力相助，他失散 30 多年
的儿子才得以找回，一
家得以团聚。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李生胜）4月21日11时05分，平
顶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称：叶县洪
庄杨乡王庄村一名老人坠井，指挥中心立
即调派叶县消防大队迅速出动 2辆消防车
12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

现场机井深 90米左右，井口直径大约
50厘米，老人被卡在井口下大约 10米处，
情况万分危急。消防员立即分组展开行
动，一组负责警戒，疏散周围群众；另一组
立即展开救援。由于井口窄小，施救难度
大，一名身材瘦小的消防员自告奋勇，深入
井下勘查情况。由于井内黑暗无光、空气
稀薄，活动空间狭隘，第一次施救未果。

结合第一次下井经验和现场的实际情
况，消防人员立即制订第二套营救方案，首
先使用移动供气源供气，使井下有新鲜空
气。然后，消防员在保障个人安全的同时，
以“倒挂金钩”的方式慢慢沉入井内找到被
困老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救援绳牢固绑在
了被困老人身上，由井上消防员拉动绳索
进行施救。一个小时后，坠井老人被成功
救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NA
他就是30多年前走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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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警方以全国DNA库采血比对，帮贵州父母寻亲成功

据公安部官网消
息，全国“打拐”DNA数
据库2009年建成，公安
部此举旨在依托公安
信息化建设的良好基
础，运用 DNA 远程比
对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
卖儿童。

当年 5 月，全国公
安机关已有的 236 个
DNA 实验室全部联网
运行，实现技术资源和
数据资源共享。

DNA数据库

■资料

“倒挂金钩”
入井救人

叶县消防

比对确认比对确认：：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和
各初中高中的复学，郑州市公安局郑东
分局交管巡防大队积极出动警力，加强学
校周边的安全防范，为复学学生创造一个
良好环境。通讯员 赵建英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