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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公告

●新乡市卫滨区天冠农产品有

限公司拟注销，望债权人速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南阳美分美妙食品

有限公司注册号:411302000
052459(1-1)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公司已成立清算组，对

公司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务，逾

期视为自行放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南阳美分美妙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302344976365
X(0-1)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对公司

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务，逾期视

为自行放弃，特此公告。

声明

●本人李青山，不慎遗失河南展

宇置业有限公司2014年4月30日
开具办证费收据号码1331452，
金额60元，特此声明丢失。

●编号为F411077623,姓名为

任博文，出生日期为2006年
2月1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徐立波2009年7月毕业于河

南农业职业学院工商企业管

理(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专科

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379
01200906001839,声明作废。

●黄琳遗失金域世家六号楼二

单元27室维修基金收据（票

号：1590308,金额8160元）
和房屋不动产办证费用收据

（票号：1547808，金额70
元）声明作废。

●河南君行天下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MA
46FG8M6D（1-1），声明作废。

●徐远颂于2017年5月29日
在棉纺路苏宁易购购买澳柯

玛冷柜一台,发票号码01623
687 发票代码 141001690431,
因发票丢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中牟县大孟广惠苗木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22M
A47JM4F2X公章，财务章丢

失，特此声明。

●张楠楠的中州大学毕业证遗

失，证号1106812012060035
69，声明作废。

●许昌绿湾草坪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正商龙湖置业有限

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联),发票代码:4100173320，
发票号码：12356745，金额

41820元，特此声明。

●郑州市郑东新区国芳机电工

具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0MA41Q3UT30）营业

执照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糖果色服装店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

号41272519860208828201，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暮色服装店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14050219851111301301，声
明作废。

●赵丽莉遗失河南财经学院大

学本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93407048，毕业时间1997
年6月，声明作废。

●周口丰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魏都区善武生鲜肉店

营业执照（注册号4110026040
74754）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朱超群身份证遗失,证号:412
727199210177726,声明作废。

●郑州冠铭印务有限公司(9141
0103561049170B)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杨卫杰)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晓辉减肥店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01
81600337692声明作废。

●梁志丹遗失新乡市教育学院

毕业证，证号：507105200
506000185，声明作废。

●李瑞霞（身份证号41018119
7605258728）编码为11041
0000070622的医师执业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程旭亚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
书编码201141120410482198
209142448)，声明作废。

●河南狼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22MA46TFH07T公章丢失，

特此声明。

●李翔，男，身份证遗失，证号

412322196607018136特此声明。

●本人李勤琳在河南兴业物联网

管理有限公司办理装修押金条

遗失，日期2019年7月25号，金

额2000票号0208072声明作废。
●张海涛（身份证号41232219
8109288730）遗失太平洋保

险公司执业资格证（证号02
000241140080020170709992)
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0974231,姓名蔡
贵欣，出生日期为2012年10
月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清真赵记米皮

市民新村店(税号4101041972
0213302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闫晓，河南中医药大学中西

医临床医学专业医学学士学

位证书（编号104714201600
1003）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得运建
材经营部因不慎将公章遗失，

注册号为：4101000253784，
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巩义石油分公司红石山
加油站食品经营流通许可证

副本丢失，编号 JY1410181
0059721，声明作废。

●洛阳御昶隆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07784488-5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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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3

今日评论 关键词 营业性麻将馆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10月20日，江西玉山县公
安局官方微信发布通告称，22日
前，全县范围内，营业性麻将馆
自行关闭；茶楼、宾馆的麻将室
（房）自行撤销；在店铺、居民楼、
出租房等场所摆放麻将机，提供
纸牌、麻将、骰子等工具用于赌
博的自行停止。江西上饶、宜春、
抚州等市辖区内近期均有类似

“禁令”，将营业性麻将馆等场所
纳入取缔对象。（10月21日澎湃
新闻）

这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
话题，因为打麻将与赌博之间一
直缺乏足够明确的分界线。“麻
将粉”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小
赌怡情”，但是，赌注多少算是

“小赌”呢？答案显然因人而异。
其实，这样的问题就像“今天冷
不冷”“这菜辣不辣”一样，根本
无从回答，因为答案完全取决于
个人的主观感受。

如果“小赌怡情”可以成为
免责理由，那么，恐怕也就没有
什么赌博罪了——无论赌资有
多么触目惊心，总有人归为无关
痛痒的“小赌”。穷人“小赌怡情”，
有钱人“小赌获罪”，这公平吗？

实际上，当罪与非罪取决于金额
的时候，执法者其实是很难秉公
执法的，因为太多赌博行为以

“小赌怡情”为幌子，“聚众赌博”
与“聚众娱乐”总是令人傻傻分
不清。

针对赌博行为，《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以
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
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因为公安部没
有对“赌资较大”作出统一规定，
各地的地方标准大相径庭。上海
市规定的“赌资较大”标准是100
元以上，河北省、江苏省、山东省
规定 200 元以上，北京市规定
300元至500元，吉林省规定500
元以上不满2000元……

同样的打麻将行为，因为地
方标准各自为政，实际上导致了
一种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1000元以内的打麻将，在武汉市
只是“娱乐”，但在其他不少地
区，不但涉嫌赌博违法，而且已
经构成“情节严重”。从维护法律
尊严、明确执法标准的角度出
发，有必要统一“赌资较大”的认

定标准。不过，由此又不得不面
对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地区
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
异，“一刀切”很难得到一个令所
有人都信服的标准。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以行为
而不是金额为执法依据，更容易
区分“娱乐”与“赌博”：只要“挂
彩”的都可以归为赌博，“干净麻
将”才是真正的娱乐。其实，所谓

“营业性麻将馆”，与赌博游戏机
和游戏厅并没有什么本质性区
别，都是提供“小赌”的工具和场
所，赌博游戏厅早就被全面封
禁，“营业性麻将馆”凭什么屹立
不倒？甚至，还有那么多人为取
缔“营业性麻将馆”打抱不平？

江西多地将营业性麻将馆
纳入取缔对象，之所以成为一个
备受舆论关注的话题，一方面是
因为“赌博”缺乏准确定义，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营业性麻将馆被
集中叫停。《刑法》第三百零三条
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显而易见，如果麻将“挂彩”即为
赌博，那么，营业性麻将馆毫无
疑问是“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
博或者以赌博为业”，已然涉嫌
违法。

营业性麻将馆随处可见，一
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足够明确的
执法标准和执法依据，“娱乐”与

“赌博”的边界因此含混不清。现
实生活中，大量营业性麻将馆以

“娱乐”之名行“赌博”之事，不仅
污染了社会空气，而且存在噪音
扰民等一系列问题。全面关停营
业性麻将馆不失为正本清源之
举，当然，前提是明确“赌博”的
法律定义。在明确了赌博的定义
之后，营业性麻将馆也就失去了
合法性基础，全面叫停自然不存
在任何争议。

去掉“彩头”之后，麻将原本
可以更加绿色健康，但是，有些
人似乎把“彩头”当成了麻将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拿“彩头”
开刀，就仿佛革民俗的命、抚国
粹之逆鳞。如此心态，不得不让
人怀疑，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如
何“怡情”，而是怎样“小赌”。相比
起明确赌博的法律定义，转变

“小赌不是赌”的心态，显然更加
任重而道远。

麻将无需“挂彩”，“怡情”何必“小赌”？

大河客户端

河粉儿热评

近日，有媒体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正式实施。新规规定，托育机构
工作人员应满足无虐待儿童记录等条件。文件明确规定，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婴幼
儿，身心健康，无虐待儿童记录，无犯罪记录，并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

托育机构新规正式实施，禁止有虐婴幼儿记录者从事托育行业

@一只柠檬：国家卫健委组织制定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因应了托育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契合了民众对较

高安全系数、较高质量标准的托育服务的需求。有助总体上提升托育机构的安全系数，为婴幼儿健康权益提供更好的保障！同时,

这一刚性约束也倒逼广大从业者提高职业素养,推动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支持！

@蜡笔：无论是学校还是机构，都该有保障监控和其他安保设备不坏掉的义务和能力。当“没有”或“坏了”发生时，无论是

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是主观人为故意的，都应对相应的管理者追责。如此，才能震慑住那些以此为借口推脱责任、试图抹除真相

的人。建立禁入黑名单制度，是保障幼儿教育机构安全工作的重要一环，还需要完善与之相扣的配套措施。这是一项综合性、立

体的、全方位的工程，期待更多的部门、更大的力量参与进来。只有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虐童事件的发生才会减少。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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