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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小宝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目
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分类信息在今日
的A08版

声 明 公 告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南三环未来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郑州邦尼头发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MA4118H270），经股东研究决
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西华黎民医院医疗执业许可
证号：296092411622310135，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411622084
2046674，经本院理事会研究决
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医院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医院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邓李雪(身份证号：41282719
9411230525）交的粉巷壹贰玖
商场有限公司的河南省驻马店
市通达跨越路东段凤凰城粉巷
129 商业步行街商铺中岛租赁
保证金收据（编号：5005050，金
额：10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尚酱风范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变更声明
郑州高新区盛世港湾幼儿园
名称变更为郑州高新区花丛
蜜语幼儿园。

◆南乐县鑫鑫工艺品厂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正商智慧城张萍李建斌丢
失车位收据一张，票号：40059
80，金额：30000 元，声明作废。

◆临颍县悦己衣橱服装店（代
码：92411122MA471DAQ8T）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作 废 。

◆遗失声明：梁宗伟，个人身
份证不慎丢失，身份证号：320
92419940125901X，声明作废。

◆李纪兴遗失士兵证，号码：士字
第2017005501517号，特此声明。

◆渑池县新市场冰冰日杂门市
（注册号：411221610149094）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作 废 。

◆洛阳市西工区天祎护肤品
商 行 遗 失 公 章（编 号 ：4103
150015989），声明作废。

◆编号：S410561237，姓名：宋
嘉文，出生日期为2012年 6月 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L411561085，姓名：龚伟
齐，出生日期为2012年5月1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洛阳震鑫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410304003
8351），声明作废。

◆个体户刘波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注册号：41030364000
6763，声明作废。

◆鹿邑县张圣明种植专业合
作社（代码：934116280932977
89Q）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 日内向本单位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北关区明朝豆制品
销售部遗失食品小经营店登
记 证（编 号 ：JYDJ1410503090
00060），声明作废。

◆郭伟鹏（代码：92411082MA43RT
C18K）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鹿邑县建立农机专业合作
社（代码：93411628MA40EEE4
0B）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20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编号：R410254510，姓名：冯怡
嘉，出生日期为2017年5月19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姚乔丹（代码：92411723MA47K
4AR5A）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鹿邑县建庭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411628NA000699
X）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 日 起 20 日 内 向 本 单 位 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鹿邑县绿梅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411628NA002146
X）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20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编号：N410549847，姓名：陈卓
宇，出生日期为2013年7月2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Q410240239，姓名：李政
泽，出生日期为2016年6月18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为 O411938194，姓名为
耿嘉明，出生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8 日 19 时 19 分的《出生医
学 证 明》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爱闹的熊孩子 可能缺乏这种“力”
近日，孩子在高铁上吵闹的新闻上热搜 医生：有些行为会触碰规则，规则意识的前提是具备共情力

公共场所，你有被小朋友
“吵”到过吗？

生活中，有人在坐高铁的时
候，遇到有些孩子在车厢里乱跑
乱闹，或者大声外放动画片。还
有孩子在影院看电影时踹前边
的椅子，旁人劝说无效，家长也
不予理会。

通常发生类似情况后，父母
的耐心会逐渐消失，甚至把孩子
打骂一顿，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
往往会使孩子吵闹得更厉害。

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
家长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在
家是否太以孩子为中心？是否
处处满足？是否培养了共情能
力？是否建立了规则意识？是
否教给孩子社交技巧？

你遇见过小
朋友在公共场所
吵闹的情况吗？
来聊聊吧

高铁设置“儿童车厢”，能解决吵闹的问题吗？

近日，小朋友在高铁上吵闹，家长和
乘客互怼的新闻，持续引发关注。对此，
有网友建议，高铁应设置“儿童车厢”。

“高铁设置‘儿童车厢’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童心理治疗师秦文翠称，因为从情
绪成熟和人格完整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
需要规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规则就像
爬山时道路两旁的栏杆，如果山路上没有

栏杆，当我们行走于山路的边缘时，就会
感到恐惧和不安。正是有了栏杆，即使我
们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也不会感到害怕。

儿童时期是发展规则意识的“黄金
期”，遵守规则有利于更好地适应社会。
设置“儿童车厢”，似乎是给了儿童专属的
照顾，实际上使他们触碰不到规则了。“儿
童一旦脱离了限制他们的环境，其实是不
利于心理健康的。”秦文翠说。

秦文翠建议，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家长要做到这些：

尊重孩子的情绪，不因为孩子发泄情
绪而取笑或者逗弄他们。对孩子的情绪，
哪怕是比较微妙隐蔽的情绪，也能敏感地
捕捉到。愿花时间陪伴和倾听孩子，对他
们的情绪很有耐心。意识到孩子脆弱的
时候是亲子关系更加紧密的机会。对待
孩子的负面情绪不会焦虑或者紧张，知道

该做什么。不会告诉孩子该怎么去感受，
不去评价他们的情绪。不觉得作为父母，
需要去替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当孩子的
行为“出格”时，会明确告诉孩子界限在哪
里，并一贯地执行规则。

这样长大的孩子才能相信自己内心
的感受，自尊水平高，人际关系和谐健
康，情绪管控和调节能力强，解决问题的
意识和能力也很好。

守规则的前提是具备共情力

社会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规则，有
些行为是不侵犯他人利益的，而有些行
为是会触碰到他人边界的，比如说小朋
友在公共场所踹别人椅子、大喊大叫等

“捣蛋”行为，就是没有遵循规则的表现。
秦文翠介绍，孩子的规则意识会在 6

岁前逐渐形成，而守规则的前提是具备共
情力，即共情到他人情绪的能力，感受他
人的喜怒哀乐。当孩子站在对方立场思
考问题时，才能知道自我的行为会给对方
造成什么样的困扰或影响。

对于缺乏共情能力的孩子来讲，大多
是由于早年没有得到充足的爱，或父母忽
视了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秦文翠指出，
0~6岁是孩子建立早期感情的关键时期，

“有些孩子2岁左右就已经形成了共情力。”
如果孩子脾气大，爱哭闹，家长要改

善对孩子说话的态度，多陪伴、多共情，用
故事游戏等方式帮孩子处理情绪。如果
孩子不讲理，家长要多关照他的情绪，同
时把自己变成“孩子”，想想他们的感受是
什么，慢慢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记者 李志
远 通讯员 张新义）近日，漯河市临颍县
公安局陈庄派出所经过多日调查分析，
成功抓获涉嫌“婚恋”诈骗犯罪嫌疑人 1
名，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2022年 8月，陈庄乡胡庄村村民贾
某报案称自己被人骗了60余万元。

接警后，陈庄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
调查和分析侦查，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李某。

8月17日，李某在漯河市某场所利用
微信实施诈骗行为时，陈庄派出所所长
窦迪带领民警程然、郭震成功将其抓获。

经突击讯问，李某，女，39岁，已婚并
育一男一女。

2019年春节，李某分别向同村的贾
某、蔡某介绍对象“岳某”和“宋某”，双方
见面添加微信后，女方均不同意交往，并
将贾某、蔡某微信删除。李某便将自己
微信改名、头像更换后假冒“岳某”“宋
某”的微信，顺利添加了两男子好友，脚
踏两只船同时谈起了“恋爱”。

三年来，对方提出见面时，李某便向
两男子发送“岳某”“宋某”的图片和小视
频搪塞避开，并通过看好日子、买婚房、
买婚车等各种理由向贾某、蔡某要钱，两
男子也通过微信转账照单全付。

最终，李某分别骗取贾某、蔡某人民
币 60余万元、30余万元。目前，公安机
关已对李某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警方提示，在婚恋交友过程中，一定
要通过约会见面、实地查看等方式全面
了解对方个人及家庭信息，如果经常以
各种理由借钱的，那么一定要谨慎核实，
紧紧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冒用身份与男子谈恋爱
已婚女子诈骗近百万元

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这么做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