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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寻人启事

●王新忠，男，身份

证4115281987**
**3813于2020年8
月25日，在郑州市

惠济区双桥五金汽配城出走，

至今未归，本人性格内向，不

善言语，王本人看到后速回，

有提供有效线索者定酬谢，联

系电话：15903648119王学华

寻亲公告

●本人王凯家住河

南省中牟县大孟

镇茶庵村,于2013
年9月10日在中牟

县大孟镇茶庵村

附近捡到一女婴,父母信息不

详,现寻孩子亲生父母,联系

电话13700885836

公告

●公告：河南省新密市天泰机动

车辆综合性能检测中心于2020
年8月1日停业进行扩项升级改

造，开业日期另行通告。

●洛阳宇成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112080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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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王月晨,开封教育学院英语教

育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证号50
7071201106000725,声明作废。

●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已作废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

款通知书(手工)丢失,票据代

码:豫财410605,票据批次:OB
[2015],票据号:0012198;票
据代码:豫财410605,票据批

次:OA[2016],票据号:00284
40;票据代码:豫财410605,票
据批次:OA[2016],票据号:00
34243.共计3份,特此声明作废。

●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01000240274)、财务

专用章(编号4101000245349）
及法人章陈胜龙(编号4101035
005172)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荀志娟0888348税收完税证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徐嘉晟，男，出生时间为2012
年12月24日17时5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M4117
49913）丢失，声明作废。

●李国强遗失郑州市金马凯旋

家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7号楼3层3264号维修基金收

据(收据号2586190)声明作废。

●义马市泰山小云五金门市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281608055150，声明作废。

●孙沐晗，男，出生时间为2009
年10月27日12时22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 J4106
26729）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本人刘丽强，身份证号

410182199011285740,购买汇

泉西悦城6号院13号楼1单元

303，丢失郑州汇泉置业公司

定金收据，收据号0088876，
金额壹万元整。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锅大侠火锅配

送中心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24101030167
784，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锅大侠火锅配

送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3M
A467JU94J，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华鑫磨料磨具厂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0
6L7W07，声明作废。

●黄炎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2020届毕业生，遗失三方

就业协议，编号160609111，
声明作废。

●杜海豪遗失医师资格证，证

书编号201741110411381199
210164517，声明作废。

●雷霄，身份证丢失，号码:41
0105198306162724警官证

丢失，警号101387声明作废。

●张松欣身份证41012519761
1052055，车牌号：豫AZ63
51营运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南阳市宁博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00
MA444FBF37声明作废。

●李志钢坐落于巩义市嵩山路

115号附44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产权证号1401175398)丢
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大孟镇康龙苗圃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22MA4OYUKQ1F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西沟

村民委员会丢失编号为巩国

用（2009）第01726-1和巩

国用（2009）第01726-2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邝山341915191100008082税
收完税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孙海锋（身份证号4103251989
01226012）遗失执业药师注册

证注册证编号412217011249，
现声明作废。

●郭相有黄河水利职业技术

学院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

专科毕业证丢失，编号1205
81200806003079，声明作废。

●万晓敏00408257、00408256
税收缴款书办证联丢失，声明

作废。

●本人张金丽不慎将河南豫

发置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

为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1年6月24日开具的收

据丢失：票号5033720，金额

11067元，声明作废。因此收

据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

律责任与河南豫发集团有限

公司无关。

●代永胜(410183198511021057)
遗失希格玛养老公寓颐养园

合同附件五，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紫罗兰理发店

（注册号：410103600863701）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今日评论 关键词 盲盒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图书盲盒、美妆盲盒、高校
录取通知书盲盒、生鲜盲盒……
近年来，以盲盒经济为延展的商
业模式在各行各业被复制、借
鉴。随着盲盒的火爆，越来越多
的年轻群体开始大量购买盲盒。
有媒体记者在社交网络搜索“盲
盒”“盲盒上瘾”“端盒”等关键词
后发现，许多网友已在盲盒上花
费上千元甚至上万元。

盲盒玩法本质是一种幸运
游戏：在打开一个盲盒之前，你并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种不期而
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不少年
轻人乐此不疲的关键所在。盲盒
营销类似于一种抽奖游戏的商
品营销手法，能够大大刺激用户
的复购率。如今，盲盒营销已经成
为IP玩具礼品、线上线下互动营
销常用的方式之一。天猫国际
2019年发布的《95后玩家剁手能
力榜单》显示，盲盒仅在天猫上的
销量就同比增长189.7%，成为当
代年轻人最烧钱的爱好。

作为一种商业营销模式，盲
盒热潮带来了众多跨界创新产
品，包括故宫、麦当劳、上海迪士
尼在内的多个商家均将盲盒概
念引入自己的产品。这类盲盒具
有创新意义，不但塑造了品牌形
象，增加了销售量，客观上还传
播了文化和理念——如旺仔牛
仔职业罐设置25种职业，包含
电竞、说唱等新职业，体现出对
职业更包容、多元的心态；2020

年4月，“故宫淘宝”推出了“宫廷
宝贝”“猫祥瑞”等主题盲盒，中
秋期间还推出了故宫猫中秋限
量盲盒，引发广大消费者的购买
热潮。

随着盲盒热潮在图书、美
妆、文创等众多领域延展，盲盒
消费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与此同时，盲盒自身存在的诸多
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盲盒经
济日益火爆，热衷于此的既有资
深收藏者，也有投机炒卖者，甚
至不乏盲目跟风的学生党。因为
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盲
盒本身是很难评估价格的，其标
价实际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
预期——期望越大，价格越高。
当然，这种心理预期的另一面是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正因为
如此，盲盒自问世之初起，就始
终无法摆脱“变相赌博”的质疑。

从心理学上分析，每个人都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侥幸心理，体
现在具体行为上，就是希望“以小
博大”。盲盒的异军突起，正是因为
迎合了人们喜欢“碰运气”的心理，
不过，当一掷千金成为习惯，甚至
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碰运
气”与“赌博”其实已没有实质性差
别。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一路狂
飙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有些盲盒
将假冒伪劣产品收入其中，有些
则直接放入人民币，演变成货真
价实的赌博行为。

盲盒经济持续升温的过程
中，鱼龙混杂的状况越来越严
重，泡沫化乃至“灰色化”的属性

越来越明显。盲盒不同于普通商
品，消费者在购买时并不知道自
己购买的商品是否需要，很容易
被刻意夸大的“中奖”概率吸引，
不断投入金钱去购买盲盒，以博
得心仪的玩偶。这些都在提醒相
关部门，应加强对盲盒市场的监
管和规范，不能让盲盒成为监管
的盲区。

截至2020年10月10日零
时，根据凤凰网《文化风向标》发
布的投票显示，网友们认为盲盒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按照投票比
重依次为：噱头过大，产品本身
缺乏实用性（30.17%）；价格不合
理 ，部 分 产 品 溢 价 严 重
（20.35%）；让消费者“上瘾”，花
费更多金钱（17.43%）；下游市场
投机、炒作严重（16.05%），部分
产品涉及抄袭等争议（9.44%）。

“噱头过大”，这是网友关注
的首要问题，而在打开一个盲盒

之前，这又是消费者根本无力甄
别的。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加
大对盲盒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
——通过明确的管理制度，要求
商家必须标注盲盒的实际中奖
率，并据此进行检查监督，以此
来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至于那些以假冒伪劣商品为
填充物的盲盒，更是应该深究严
查，直至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商家来说，推出盲盒
时应保证质量，不断创新，将文
化融入其中，不能纯粹将其视
为圈钱手段；对于消费者来说，
盲盒再好也不能贪购，赌徒心
态更是万万要不得。偶尔试试
手气无伤大雅，沉湎其中不免
为物所累。只有建立在商家自
律、玩家自制、监督到位的基础
上，才能还原盲盒原有的娱乐
属性。

神秘盲盒不应成为监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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