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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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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寻亲公告

●张三纲,男,出生于1987年1月
14日,住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

回龙村,2017年 7月 10日早上

5点左右在巩义310国道米河段

二号桥头捡到一名男婴,用红

色毛毯包裹着,抚养至今,起名

张丞辛,现公开为该弃婴寻找

亲生父母,请该弃婴父母及亲

属联系巩义市公安局米河派出

所。电话:0371-64308875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穗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317241304A)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20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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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姜晓霞遗失郑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住院发票,票号NO.08147
50,金额24750.02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秀秀杨波采耳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92410305M
A9F6K1B0H遗失，声明作废。

●苏趁遗失河南财政税务高等

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专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165
21201306040934，声明作废。

●常艺航（父亲：常霄飞，母

亲：王婧）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Q410610606，
声明作废。

●缴款人李兴明，不慎将郑州

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2月 11日开具的票号为 0973
498，金额为 4326元的河南省

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联遗失，

现声明该收据联原件作废。

●董现中遗失医师资格证,证
号 200241110412826710721
753,声明作废。

●编号 S410380816，姓名孙语

阳，出生日期 2018年 8月 17日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万洋副食批发（代码：924113
00MA45RQUX83）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旺斯源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特此公告。

●本人不慎将金水世纪城又名

香熙园小区9-2-2402购房首付

款发票丢失，发票票号：0019
4330开票日期：2016.8.11金
额:183226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绘色美甲店(注
册号 410105601469113)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金大众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公章号码 41010
20042065，声明作废。

●孙龙静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02
600037628声明作废。

●孟津县麻屯三花毛线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
0322600149214声明作废。

●豫2019尉氏县不动产证明第

0004302号的不动产登记证

明因权利人保管不慎，不动

产证明丢失，现声明，不动

产登记证书编号，41003809
930作废，不动产证明号不变。

●田从显不慎遗失河南省中医

院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一份,票据代码:豫财

410214,票据号码:0293133，
金额:18508.46元,声明作废。

●本人王园园，身份证号 4114
0219890225704X，于 2017
年 05月 24日在商丘世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 25号楼

栋 2单元 1806房号首付款(不
含定金)178891.00元，收据

编号 4084052，认购书编号 1
002818，由于保管不善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许昌东城区环境保护局收到

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044001900204发票号码：

14011669,发票金额:47000元，

因故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预约金收据，姓名杨

素燕,编号 0065136,金额 10000
元，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荣兴坐落于巩义市政通路

101号 20号楼附 18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1301000676号）
丢失声明作废。

●栾川县虎坪路捷运货运部遗

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中牟县鑫源工农膜塑料厂公

章丢失，公章号410122001
7936，声明作废。

●平顶山睿博物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原法人章（党建伟）遗

失，特声明此章作废。

●河南医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不慎将一次性使用输注泵的

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153541846)的附件

(产品技术要求)丢失,声明作废。

今日评论 关键词 “熊孩子”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日前，上海玻璃博物馆发微
博称，由Arribas艺术家兄弟打造
的梦幻玻璃城堡，因为两位小观
众翻越展区围栏，在追逐玩闹中
撞到展柜，导致塔尖倒塌、破损，
其余部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错位、破损。

艺术家兄弟花费500小时建
造玻璃城堡，两个“熊孩子”瞬间
使其毁于一旦，这样的一幕令人
扼腕叹息。对于博物馆来说，想必
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距离梦幻城堡不远的位置，一
对残破的玻璃翅膀正挂在墙上，
这个名为《天使在等待》的艺术品
曾在2013年被损坏，这个作品也

因此改名。尽管上海玻璃博物馆
试图以此来警示观众文明参观，
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针对梦幻玻璃城堡损毁，上
海玻璃博物馆发文表示，“当事的
小观众已经认识到行为的不妥，
并在家长的鼓励和带领下主动找
到馆方工作人员报告，态度友善
而诚恳，并愿意协助后续事宜。这
让我们很感动，也让我们相信未
来一代会成长为好观众。”但却无
法平息网友的怒火，有人甚至表
示，“得了吧，友善而诚恳的孩子
根本就不会打碎展品”。

毫无疑问，网友的谴责是有
道理的。不过，比“熊孩子”更应
该谴责的是“熊家长”——“友善
而诚恳的家长”不应该对“熊孩

子”无动于衷。“熊孩子”闯祸屡
见不鲜，甚至已成为博物馆的头
号破坏者。虽然“熊孩子”的所作
所为饱受诟病，但却鲜有家长因
此而承担实质性责任。即使再次
遭遇“熊孩子”破坏，上海玻璃博
物馆依然表现得颇为大度，但
是，这种“大度”却不免为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埋下隐患。“友善而
诚恳”的态度，只是善后应有之
义，既不足以弥补过错，更不足
以防微杜渐。

此次事件后，有人表示“孩
子在商场乱摸东西的时候，家长
们还会阻止一下，怎么到博物馆
就不闻不问了呢？”回答这个问
题很简单，商场内的所有东西都
是有“主”而且有“价”的，“熊孩

子”乱摸乱动，家长很可能被按
价索偿。相比之下，博物馆的展
品既无“主”，且无“价”，更为重
要的是，即使“熊孩子”闯下祸
端，往往也能因“孩子小不懂事”
网开一面，大不了，赔上一声“友
善而诚恳的道歉”了事。如此一
来，孩子和家长是否能从中吸取
应有的教训？

作为家庭教育的产物，“熊
孩子”是无辜的，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是“熊家长”
失败教育中的“受害者”。对“熊
孩子”网开一面，看似出于对孩
子的宽容和谅解，实际上是对他
们的进一步伤害——如果“熊家
长”不能有所反思和行动，“熊孩
子”如何能得到矫正和约束？

网开一面其实是对“熊孩子”的伤害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季枫 邮箱 dhbjrgd@126.com

时评AⅠ·04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大河报官方微博

豫直播

大河财立方

□赵志疆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近期打击
跨境赌博犯罪十起典型案例。此次
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的是为境外
赌场揽客招赌，有的是组织出境赌
博，有的是为跨境赌博犯罪提供技
术支持……一言以蔽之，都是跨境
赌博“资金链”“技术链”“推广链”“人
员链”中的一环。

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2020年要以防控新型
网络安全风险为牵引，提升网络社
会综合治理能力，把防控新型网络
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构筑
打击遏制网络犯罪的“新高地”。
2020年已过半，在打击网络犯罪、
维护网络安全的过程中，通过典型

案例以案说法，正在成为综合治理
的“新常态”。

4月8日，最高检举行“严厉打
击网络犯罪 共同防控网络风险”新
闻发布会，发布指导性案例，介绍案
例相关情况，正是其中一项重要议
程。4月15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公开通报8起案件，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保持对网络“黄”“非”违
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严厉
查处顶风作案、制作传播淫秽色情
等有害信息问题严重的互联网企业
和个人，坚决打掉网络黑灰产业链，
并将对典型案件加大曝光力度。

众所周知，网络犯罪不是一个
具体罪名，而是某一类犯罪的总称。
其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针对网
络实施的犯罪，或者借助网络实施

的犯罪。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
络犯罪在数量持续增多的同时，作
案手段和犯罪形式也不断花样翻
新。相比起传统的刑事犯罪，网络犯
罪的手段更加隐蔽、传播更加广泛、
危害更为恶劣，精准布控、严厉打击
的难度也随之大大增加。发布打击
网络犯罪的指导性案例，既有助于
厘清互联网犯罪的技术认定问题，
同时也阐释了新型网络犯罪常见的
法律适用，从而为司法人员办案提
供参考和依据。

实际上，以案说法的意义不仅
于此。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网络
犯罪的同时，普通群众和社会组织
的积极参与不可或缺。对典型案例
的剖析，无疑是最直观的法治宣传

——由此，既可以震慑犯罪，也可以
提高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除此之
外，还可以提醒互联网企业积极拾
遗补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网络犯
罪“魔高一尺”，综合治理理应“道高
一丈”，只有先看清“魔”的伎俩、摸清

“魔”的套路，才能在此基础上精准
设防，构筑起打击遏制网络犯罪的

“新高地”。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网络

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
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
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
就没有现代化。”网络空间从来都不
是法外之地，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
络安全、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群策群力、群防
群控的网络管理新格局。

构筑打击遏制网络犯罪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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