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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张红涛，巩义

市芝田镇喂庄村人。

于2012年12月22日

下午在下班回家路

过费窑村的路边捡

到一名女婴，用花色小褥子包着在

一个纸箱里，身体健康。张红涛夫

妻抚养至今，取名张艺琼。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与巩义市芝田镇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0371-64133002

●男，27岁1.82m，未婚，有固定工
作，寻1.60m以上有缘人。离异
或带孩均可。电话15239033723

个人征婚栏目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林州市林兴商砼有限公司公章

与财务章即日起只参与公司经营

活动，不再参与任何有关个人的

借贷或其他事宜。特此公告。

● 举办者变更公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北街幼儿

园现声明举办者变更，举办者由

王红丽变更为王家磊，变更前无

债务债权问题，变更后的债务债

权由王家磊负责。联系人：王家

磊，电话：15738808788。

●高若琪，女，2014年3月2号，

编号：O410547561，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鹿邑县嘉美彩妆有限公司不慎

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款通

知书丢失，电子缴款码为：411628

2000000121673s，鹿邑县爱美刷

化妆用具有限公司不慎将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款通知书

丢失，电子缴款码为：411628200

00001216749，特此声明作废。

●杨缪斯，女，2014年3月20日，

编号：O410547600，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夏邑县正邸科技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法人章（靳志博印）丢

失，声明作废。

●王海燕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2O8776，声明作废。

●党梦军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328602004675声明作废。

●河南省北涂建材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 4128250011387）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2015 年 6 月 2 日出生的胡嘉

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83370，声明作废。

●2019年5月23日出生的杨梓

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293307，声明作废。

●商丘龙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李冬建

印）丢失，声明作废。

●2020年6月20日出生的郝一

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332430，声明作废。

●河南省孟津县城关镇李家窑
村一组村民刘咏美于2007年3
月在陕西省耀县抱养一女婴，
取名贾紫懿，抚养至今。现寻其
亲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城关
派出所，电话:0379－67912198。

●2014年8月5日出生的王杲

昂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59972，声明作废。

●淮滨县芦集大润发副食超市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编号：

JY14115270029947，声明作废。

●2012年7月2日出生的张智

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532834，声明作废。

●2008年7月8日出生的肖子

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410558083，声明作废。

●舞阳县鑫丰砂石有限公司因

名称变更，公章（编号41112100

28353）、发票章（编号411121003

4457）作废，特此声明。

●付天宇，男，2013 年 9 月 10

号，编号：N410906672，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2011 年 8 月 24 日出生的张

甜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31641，声明作废。

●2013 年 10 月 6 日出生的李

锦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36185，声明作废。

●本报 2020 年 7 月 31 日第 14
版刊发的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
法院关于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被告王进
友的判决公告，被告“王进友”
应为“王进有”。特此更正。

●辉县市汇源养猪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0782NA001001X），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六兮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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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兴隆建材经销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47

45NN0L）经决定解散，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致远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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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丘县浩森服饰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 91411624MA468TRR53），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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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竹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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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豫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29Z7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94612，声明作废。

●周口市翔通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93316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7609，声明作废。

●漯河立业快运有限公司豫

LK1536 道路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4012516，声明作废。

●方敬峰，警号009954，警官遗

失，特此声明。

●刘鹏举，警号100335，警官证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公告 寻亲公告

注销公告
征 婚

更正公告

●鹿邑县世亮建筑工程机械销售

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研究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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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支票”给了 钱没到位

近日，商丘
市民焦女士向河
南 法 制 报 求 助
称，她在泰康人
寿购买了重大疾
病保险，患病治
疗后，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商丘市区
支公司（以下简
称泰康人寿商丘
市区支公司）发
给她一张牌匾式
的 140 万元的理
赔金额“支票”，还
拍下视频在客户
群内转发、传播。

“都以为我
领到钱了，可现
在保险公司却拒
绝理赔。”焦女士
质疑泰康人寿商
丘市区支公司涉
嫌虚假宣传，并
希望能领到自己
应得的理赔款。

■投保人质疑：泰康人寿商丘市区支公司涉嫌虚假宣传
■公司称：有疑点需要查清投保人：

买保险后“获赔”140万元

“我感觉自己被忽悠了。”焦女
士对记者说，2019 年 8 月 22 日，她
在朋友带领下旁听了泰康人寿的产
说会，购买了 1份赔付额度 10万元
的重大疾病保险，还成为泰康人寿
商丘市区支公司业务员。

“因为我完成业务有难度，就在
同事劝说下，先后总计购买了 6 份
重大疾病保险和 1 份医疗保险。”
焦女士介绍，最后一份保险是在
2019年 10月购买的，总赔额 130万
元，总计花费了 4万多元。“因是单

位员工，按政策如发生不
幸还可多赔10万元。”

今年4月23日，焦女士经医院确
诊患有甲状腺癌，经手术治疗，5月6
日出院。焦女士称，她刚出院就申请
理赔，泰康人寿商丘市区支公司随即
召开由员工和众多客户参与的理赔
客户分享会，庆祝焦女士获赔140万
元，并现场给其颁发了一张“支票”。

尴尬：钱没拿到，却成了“百万富翁”

在一段焦女士参加的分享会视
频中，记者看到，现场一名负责人将
一张巨大的“支票”交给了焦女士的
丈夫，上面写有“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支票”字样，面额为“壹佰肆拾万元
整”，用途为“理赔款”。

“我告诉焦女士请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专家。”视频中这名负责人
说，“她花多少钱，我们都百分之百
报销，额外再赔付 140万元，这就是
我给大家讲的那款产品计划。”

随后，焦女士的丈夫还向泰康
人寿商丘市区支公司赠送了锦旗，
并和工作人员一起留影。

记者注意到，这条视频在泰康
人寿业务员的朋友圈内分享开来。
有业务员表示，看到分享视频后，自

己也准备加钱提升自己购买保险险
种的理赔额度。

“我开始不愿意参加这个分享
会，因为我并没有拿到钱，但公司负
责人说，我参加分享会后，几天就可
以收到理赔款。”焦女士说，分享会结
束后，她和丈夫多次向泰康人寿商丘
市区支公司追要理赔款，刚开始公司
说正在走流程，很快就能下来；“后来
又说理赔额度大，需要总公司审核”。

最后，焦女士得到通知，称其在
投保时涉嫌“不能如实告知”，需要
调查清楚后才能确定是否赔付。

“现在，周围人都认为我拿到了
100多万元，好多人来借钱、推销理
财产品，我现在电话都不敢开。”焦
女士苦恼地说。

公司：
有疑点需要查清

针 对 焦
女士反映的问

题，记者来到泰康人寿
商丘市区支公司进行调查。

该公司总经理李萌告诉记
者，焦女士患病后，因是公司员
工，公司积极在系统内提交理
赔申请。但上级公司提出两个
疑点，即焦女士在短期内重复
购买大额险种且理赔金额达到
了 130 万元，而且她是刚通过
180天观察期便患病，公司怀疑
其投保时“不能如实告知”，因
此需要调查核实。目前，公司
也向公安机关报案，希望能查
清疑点。

李萌表示，他一直在和上
级公司沟通，并和焦女士保持
联系，积极补充材料申请理
赔。李萌说，因是大额理赔，只
有总公司查清所有疑点，才能
进行下一步工作。

对此，焦女士却称，泰康人
寿既然把保险卖给了自己，自
己也按照公司购买保险程序购
买了保险，就说明自己符合公
司规定的购买保险的条件，而
且自己是在公司要求的 180天
观察期后患的病，保险公司就
应该进行理赔。

焦女士还说，事情发生后，
泰康人寿很少给她打电话沟通
此事。

律师：虚假宣传可另行起诉

那么，为何理赔款还没下
发到客户手中，就先进行了理
赔宣传？李萌表示，当时他们
公司积极为焦女士申请理赔，
也感觉理赔款肯定能下来，所
以就在分享会上先宣传了，没
想到总公司经过调查后会提出
这两个疑点。

理赔款尚未到客户手中便
提前宣传分享，这是否涉嫌虚
假宣传，误导群众？李萌没有
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目前，双方仍在就理赔款

一事进行沟通协调。8月4日，
焦女士的丈夫致电记者，称他
们已经收到部分理赔款。

河南晅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颖认为，保险公司在没有对
被保险人作出理赔的情况下即
对外进行已作出理赔的宣传，
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应由广告主
管部门根据相应证据予以确
定。如该宣传严重影响被保险
人或投保人等其他人的合法权
益，有关当事人可另行提起民
事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