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助贫困学子，关爱留守儿童，“代理妈妈”刘太有———

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贫困儿童
□本报记者 王勇

因家境贫寒而上不起学的刘太有， 曾经梦想建设一所高标准的现代化学
校，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优质教育。 如今，刘太有事业有成，是方城县鸿发商
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城县工商联副主席、方城县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南阳
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市级劳动模范，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使他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倾情捐资助学，用心呵护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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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士摔倒受伤

志愿者伸出援手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王震）9 月 14 日早上 7 时许，中心
城区范蠡路与工农路交叉口，一
位骑电动车的女士不慎滑倒受
伤。 正在附近值班的宛城区交通
运输局志愿者立即上前救助，过
往市民纷纷点赞。

当时， 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士
突然滑倒， 宛城区交通运输局志
愿者王劭喆立即上前扶起该女
士，发现该女士满嘴是血，急忙拿
来纸巾帮助她擦去嘴角的血迹。

其他志愿者也纷纷赶过来帮忙，
并把该女士的电动车推到安全地
带停放。看到该女士受伤不轻，王
劭喆拨打 120 求助。 随后，王劭喆
一直陪在该女士身边， 并帮她联
系家人， 直到将该女士送上救护
车，才回到执勤岗位上。

过往市民看到这一幕， 纷纷点
赞， 一位女士特地跑到志愿者值班
点，称赞王劭喆是个好小伙儿。

不久， 伤者的家人赶到志愿者
值班点，向志愿者们致谢。 ②8

捐资助学 帮扶贫困学子
自 2008 年起，刘太

有 累 计 捐 资 20 余 万
元，帮扶贫困大学生近
百名。

2015 年， 方城县妇
联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发
出关爱贫困留守儿童的
倡议，刘太有积极响应，
成了 30 名贫困留守儿
童的“代理妈妈”。 担任
“代理妈妈”以来，刘太
有积极组织公司员工到

方城县博望镇、赵河镇、
独树镇、 四里店乡看望
慰问贫困留守儿童，为
孩子们送去助学金和生
活、学习用品，总价值 3
万元左右。

为孩子们提供物质
帮助的同时， 刘太有非
常注重对孩子们的精神
慰藉和亲情关爱。自担任

“代理妈妈”以来，为了让
孩子们健康成长，他在公

司组建巾帼志愿者队伍，
发展“代理妈妈”，并建
立了一系列关爱留守儿
童工作制度， 对留守儿
童进行登记造册， 详细
记录留守儿童家庭情况
和联系方式及孩子们的
性格特征。 每逢节假日，
刘太有就组织“代理妈
妈” 们把孩子接到家中
一起生活， 让孩子们充
分感受家庭的温暖。

用心呵护 关爱贫困儿童
四里店乡贫困儿童

海珞杨年仅 12岁， 母亲
因病去世，父亲因事故身
亡，小珞杨一下子成了孤
儿。 爷爷奶奶年事已高，
无法照料孙子，小珞杨只
好跟随伯父生活。为了让
小珞杨感受到家庭的温
暖，刘太有常常将小珞杨
接到家中住几天。在他的
关心爱护下，小珞杨逐渐
变得开朗起来。

博望镇贫困儿童张
四，父亲 60多岁，母亲智
力障碍，11 岁的他早早
挑起家庭重担，不仅要做
家务，还要照顾行动不便
的母亲。刘太有看到这样
的场景，心酸不已，含泪
告诉孩子：“我会像对待
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你，
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告
诉我，我一定会帮助你！”

博望镇贫困儿童李

书英， 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远嫁他乡，留下了年幼
的李书英。由于爷爷年事
已高， 丧失了劳动能力，
家里收入微薄，李书英面
临辍学的窘境，刘太有及
时伸出援手……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对待贫困儿童，“代
理妈妈”刘太有在关爱贫
困儿童的道路上无私地
奉献着、付出着……②8

小女孩突然昏倒

警民合力来救援
本报讯 （记者 郭浩梅 高超

通讯员 王润）9 月 11 日， 一小女
孩突然昏厥，急需送往医院，警民
合力救援，使小女孩转危为安。

“警察同志， 麻烦你帮帮我，
我女儿快不行了。 ”当天 17 时 40
分， 一位市民急匆匆地向正在街
头执勤的特警王柯求助， 他的女
儿连续腹泻 4 天， 在院子里玩耍
时突然昏厥。

“当时正是下班时段，很难拦
到出租车， 一位热心的私家车司
机帮忙送我们去医院。 路上太堵
了，我感到特别绝望，在光武路与
工业路交叉口看到有执勤的民
警，就赶紧向他们求助。 ”小女孩

的爸爸告诉记者。
据王柯介绍，当时，小女孩双

眼紧闭，四肢下垂，她爸爸急得双
眼通红。 眼看小女孩病情危急，王
柯迅速开动执勤车， 一面向指挥
中心汇报， 一面引导载着小女孩
的私家车赶往医院。

警灯闪烁，警笛长鸣，路上的
车辆纷纷主动让行， 给孩子打开
了一条“绿色通道”。 17 时 42 分，
仅用了 2 分钟时间， 小女孩就被
送到市中心医院。

“初步检查之后，听医生说孩
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我终于出
了一口气。 ”王柯悄悄离开医院，
回到岗位上继续执勤。 ②8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18日 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为 http∶//sf.taobao.com/0377/07，户名为南阳市
卧龙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被执行人名下位于河南省
南召县城关镇房产一处及其所占用的土地
（房产证号∶召房权证城关镇字第 1-6697-
001），建筑面积 495.74 平方米，所在楼层 1
至 2层， 估价对象为开间设计， 一楼精装
修， 二楼毛坯房， 内部未建通往二层的楼
梯，需加建楼梯才能进入，总楼层 8 层，南

北朝向，
框 架 结
构，无电
梯，设计
用 途 为

商业用房， 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 特别提
醒，本次拍卖范围含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
内可移动设施等动产和债权债务等。 评估
价格 2649700 元，起拍价 2119760 元，保证
金 400000元，增价幅度 5000元。 详见南阳
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或
关注南阳卧龙法院执行局官方微信（微信号
wolongzhixing）。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 10
月 16日 17时止接受咨询。 有意者请与河南
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联系，统一安排看
样。 与标的物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
人、优先购买人等均可参与竞拍并关注本次
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 拍品详情以淘宝网公
告为准 。 联系人 ∶彭法官 ， 联系电话 ∶
17603776767。

特此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1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关于
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卧龙营销服
务部

营业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 225 号兴达卧龙苑 2 号商务
楼房屋一层、二层、四层北半部

机构编码 ：000019411301002
许可证流水号 ：0241492
成立日期 ：2003 年 04 月 21 日
发证时间 ：2020 年 08 月 26 日
邮政编码 ：473200
联系电话 ：0377-66089336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
机构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
上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