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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校长变更公示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现声明校长变

更,校长由路瑶变更为杨伟君,
变更前无债务债权问题,变更
后的债务债权由杨伟君负责。
联系人杨伟君,联系电话1352
3022777

郑州市管城区郑州乐猫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2021年1月11日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张飞:本委受理(2020)郑仲案

字第0499号申请人丁贵鑫与
你方租赁合同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字
第0499号裁决.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

终局裁决.郑州仲裁委员会地
点:郑州市淮河路53号，电话
0371-67883570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声明

●郑州佳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开具给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

公司的首期诚意金10000元收

据号：1219236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碧峻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合同专用章（4103030
134130），财务专用章（4103
030134129）丢失，声明作废。

●范洪源居民身份证于2018年4
月遗失,身份证号41018519891
2195552有效期限：2016.05.24-
2036.05.24自丢失日起由该身

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概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徐艳华不慎遗黑色奥迪牌A6L
车辆合格证,合格证编号:WAB
052023302544,车架号:LFV2
A24K2L3302544，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傲妈妈小儿

推拿保健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410101600142333遗失作废。

●许昌畅旺商贸有限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编号JY1411023
0004251)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广亚门窗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4MA3XJ30L6A
(1-1)，声明作废。

●姓名杨震，身份证号41302119
7705152913,预购商品房抵押

登记证明丢失，证明号是1507
020619，声明遗失。

●洛宁县陈吴乡卫生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4103285
9342721XA）遗失公章、财

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缴款人高海祥于2020年4月
16日在新郑市人民法院缴纳

的诉讼费11400元所出具的

票号为0001221014的《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收入票据》第

一联丢失，声明作废。

●汪学玉《伤残军人证》不慎

遗失，证件编号豫军R0394
49，声明作废。

●郑州众生医院财务专用章

（编号：4101080017427）
遗失，声明作废。

●沁阳市阜通货运有限公司豫

H37Z1挂行车证遗失作废。

●中牟县旺源粮油商行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122MA40UW8L8J)遗失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皖CZA566冀HR7176闽
K52007豫A(Y3031/Y3032/5
X109/NY316/55U01/Y3122/
956J2/5X029/61J57/08560/
9560Z/E2X72/956J1/68C29
/N0050/0L372/NY388/CJ27
0/V619V/W7861/J1123/J23
5T/2810T/178WU/8W807/6
8TK7/L505B/3212Z/667NU)
黄牌豫AM370挂/豫AM139
●巩义市城区二峰婚庆服务部

丢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存根一

份，代码041001800104票
号13570449声明作废。

●编号为R410973993,姓名为

赵紫琪，出生日期为2018年
6月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任瑞玲(身份证号41042119
8001283521)遗失郑州市元

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中原区电厂西路东西流湖

路南金水世纪城13-2-32-03房
首付款收据,票号:9918571，
金额368609元，声明作废。

●黄牌豫A(D7685/N7857)豫Q2
5632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洛宁县宝山农业专业合作社

公章（编码：41032800071
10）丢失，声明作废。

●新安东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章（4103230015258）和财

务专用章（4103230015259）
遗失，声明作废。

●车主李海磊（身份证410221
1989******39）将出租车豫

ATH915租车押金三万元整退

还潘莹柱（身份证号412821
1979******51）因潘莹柱押金

条丢失，原合同和押金条于见

报之日起作废，以大河报刊登

为准，特此声明。

●孙珺(410102198003230014)保
险资格证丢失(号码0200014101
0080302015019575)声明作废。

●赵丽(姓ZHAO名LI)医师资

格证不慎丢失，证件号：97
102010377，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祖福云汽车

维修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
5MA40RG1Q4Q声明作废。

●郑凯,豫(2017)荥阳市不动产权

第0012401号不动产权证书遗

失,房屋坐落:荥阳市商隐路与

荥运路交叉口西北侧清华·大溪

地三区16号楼2单元1-2层104，
特此声明作废。

●沁阳市隆顺运输有限公司豫
H4L17挂行车证丢失作废。

通 告
为保障全省公路和城市道路网络畅通，解决影响货车通行

效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公安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联合开展了全省道路违规设
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印发了《河南省道
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管理制度（实行）》，对道路限高限
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和规范。

请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主动监督，反映违规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线索，反映电话：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
河南省道路违规设立限高限宽设施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市场服务
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活动假牙不好用，想种好牙、找好
专家，都没门路！”今天，拨大河报爱牙热
线，即可帮您分析牙齿问题、价格，挂专
家号！大河报携手种植牙厂家，援助困
难缺牙人1000万种牙金，帮助全口、半
口、多颗缺牙松牙人找回口福！

特聘德籍专家舒斯特教授、韩籍专
家姜奉孝教授，携手中方院长吴海松教
授（都常年驻扎国内开展口腔医学科
研），于本周末（16日、17日）开展免费亲
诊、会诊，聚焦全口、半口、多颗、高疑难

种植案例，免费手术、终身质保！
为了回馈读者，大河报联合厂家举

办公益活动。

①德国口腔CT拍片 428元 全额
减免

② 主 任 、副 主 任 医 师 挂 号 费
50-100元 全额减免

③韩籍、德籍院长挂号费 500元
全额减免

④院长种植牙手术费 1000-3000
元 全额减免

⑤进口种植牙 1500-4000 元/颗
高额援助

欣雅美口腔·文化路院

今天！可约本周末专家免费亲诊号！
援助河南缺牙、松牙居民！拨0371-6579 6286申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累计援助超12000人，
9000余人已成功受益

全口缺牙，怎么种牙最便宜？

种植牙援助项目公示（电话报名申领）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冯帅

时评AⅠ·06

铲除“洗稿”：提高法律代价，更要明确法律定义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近日，郭敬明、于正相继发微博，就作品侵
权问题向作家庄羽、琼瑶道歉，引发广大网友
对原创作品版权保护话题的热议。

1月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审判庭庭长成文娟披露了一桩利用“洗
稿神器”抄袭他人文章的案件，判决被告
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停止通过“后羿采
集器”提供伪原创服务，并赔偿原告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和腾讯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0万元。

自媒体时代，“洗稿”无疑是一大公害。很
多人都有过同样的体验，总有一些爆款文章看
起来很“眼熟”，虽然在不同地方都看到过这篇
文章，但却都无一例外标注着“原创”。谁都知
道，这就是所谓“洗稿”。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看
到“洗稿”文章，就像是被人骗着嚼了一遍剩
菜，不仅毫无营养，而且令人望而生厌。对于原
创作者来说，意义则大不一样，这不仅是一种

粗暴的侵权，更是在实际中起到了“劣币驱逐
良币”的作用。毕竟，相比起辛辛苦苦的“码
字”，以复制粘贴为主的“洗稿”简直是太轻松。

有目共睹的是，“洗稿”产业虽然饱受诟
病，但却在一片口诛笔伐中不断壮大。表面上
看，这是因为市场需求过于庞大，其实，更深层
次的问题是违规成本太过低微，甚至，就连判
断违规的标准都很模糊。

早期的“洗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力
活”，以“搬运”为业者拿到别人的原创稿件，然
后进行内容拆解、文字替换，及时组建了庞
大的“搬运队伍”，受精力和效率所限，“洗
稿”规模终究是有限的。令人始料不及的
是，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面前，“洗稿”产
业已大踏步跨进智能化操作的“2.0时代”。
摆脱了“手工操作”的技术限制之后，“洗
稿”产业迅速呈现出规模化趋势，一支“搬
运队伍”操控成百上千个“洗稿”账号已不是什
么难事。在此过程中，所谓“洗稿神器”起到了
助纣为虐、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以“洗稿神器”为名，形形色色的“伪原
创”工具，一方面降低了“洗稿”的难度，
另一方面则拉低了“洗稿”的收益。“洗
稿”难度降低，意味着谁都可以从中分
一杯羹，“搬运队伍”日益壮大，必然意
味着酬劳越来越低。于是，要想赚取更
多的收益，就必须更加密集地“洗稿”，
由此炮制出大量“伪原创”。内容为王的
现实背景中，原创作者的生存环境日益
因猖獗的“洗稿”变得逼仄，无论是从保
护知识产权，还是从维护网络秩序的角
度出发，都有必要加以强力纠偏。其中
第一步，莫过于先铲除那些助纣为虐的

“洗稿神器”。
以“洗稿神器”为关键词搜索，网络

上可以看到大量的广告宣传。以“神器”
为名，开发制作者自然不遗余力进行宣
传推介，然而“洗稿神器”满天飞的局
面，不得不令人感到费解：如果说甄别

“洗稿”尚且具有一定技术难度，“洗稿神
器”近乎赤裸裸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为什么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惩戒？就此
而言，余杭区法院的此次案例颇具标本价
值——炮制“洗稿神器”本身就是一种违法
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戒。

令人意犹未尽的是，尽管“后羿采集
器”被认定违法，但以其肆无忌惮对微信文
章进行“洗稿”的恶劣行为，最终赔偿款也只
有区区10万元。新的《著作权法》将于今年6
月1日起施行，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将大幅
提高至500万元。随着赔偿额的大幅提升，
或将让“洗稿”者感受到切肤之痛。以此为背
景，有必要尽快明确针对“洗稿”行为的清晰
法律定义——提高“洗稿”的法律代价，首
先就应该明确什么是“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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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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