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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管理未成年人得到的死
亡赔偿金？

网友“pjpr”：我有个亲戚遭遇交通事故死亡，
孩子尚未成年，得到父亲的死亡赔偿金由谁来管
理？

答：死亡赔偿金一般参照遗产的分配方法，
由死者的近亲属参与分配。孩子未成年，其母亲
作为监护人，可以代为管理孩子获得的死亡赔偿
金。 （记者 尚迪）

不小心泄露了车间内部秘密，要
承担责任吗？

网友“xbmp”：车间内部秘密不小心被我泄
露给其他车间人员了。请问，这属于商业机密
吗？我要担责任吗？

答：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商
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
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保密事项。”如果你泄露的秘密属于法律规定
的商业秘密，且你的行为给相关权利人造成了重
大损失，你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如果你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违反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
密义务，则要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

（记者 尚迪）

什么财产都没有，会被强制执行吗？
网友“djtj”：我爸以前做生意被人骗了，欠了

一些账，现在被起诉了，马上要开庭了。我之前
的积蓄都给他垫出来了，我爸妈名下该卖的都卖
掉还债了，现在啥都没有了。请问，如果法院强
制执行的话会是什么结果？我名下还有我以前
攒钱买下的分期付款的房子，会被收走吗？

答：如果你爸名下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法院
在客观上无法强制执行。如果他不是有偿还能
力故意不偿还债务，就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子女
没有法定义务替父母还债，你名下的房子是你的
财产，不会被收走。 （记者 尚迪）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
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
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
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
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的
法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
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广告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规格1×3.8cm/ 2×3.8cm/ 3×3.8cm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做声明公告免费送报纸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在家也能挣大钱

原阳县工艺品厂 电话：13213079939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大张庄村。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
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
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丰
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
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招 商

新型玩具，手工组装，开发智力，其乐
无穷，新品上市，畅销不衰。免费供应
原料设备，录担运输和税收；每个加工
费2.6元，每人日获利130元，现金结
算。签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
5000个退回）；组织加工每月可得管
理费1-3万元，并预付加工费60％。

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楼玩具科技
洛阳站坐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

联办儿童玩具厂

地
址

急招集装箱船员80名，跟单员，55岁以下，体
健，年薪丰厚，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
险，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 025-58769396

南京船舶直聘

招 聘

声明公告
●王文娜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41000100932891，自本
声明发布之日起由该会计从业
资格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概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炜奇不锈钢制品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0625821，声明作废。
●河南环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资质证副本3，证号
CYLZ·豫·0556·贰，声明作废。
●新蔡县赵军干鲜门市部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1282819
700713007901声明作废。
●王津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54116642002916声明作废。
●安阳市豪迈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号：豫地税登字41050
2172197217号，声明作废。
●安阳县柏庄市场布衣卡乐童制衣
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593600016716，声明作废。
●新乡市达森建安有限公司机构信
用代码证原件丢失，代码编号：G10
41072700007660V声明作废。
●南阳市中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雯于2016年5月丢失贰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专业类别建筑工程
（证书编号：00789396注册号：豫
241131340791）声明作废。
●郑州洛可可工艺品设计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朱明贤，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910032061701，开户
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花园支行，账号：2611227
35718，机构信用代码证编号：
G1041010503206170E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丁相云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4704131215，声明作废。
●刘春英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303178024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河南省旭丰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
散河南省旭丰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100100036126）
河南省旭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省诚德惠民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田学亮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011136130，声明作废。
●李运河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9
2219530626385743，声明作废。
●邵元敢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92219560411491344，声明作废。
●个体户王伟伟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08260090
7023，声明作废。
●2009年2月22日出生的田
雨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506686，声明作废。
●洛阳彤旺工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
94120800937，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8日出生的郝
富蕾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060306，声明作废。
●2015年3月10日出生的郝
文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84097，声明作废。
●王姿匀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0413174，声明作废。
●长葛市安妮网吧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08200005
3571，声明作废。
●2015年8月30日出生的张
子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06534，声明作废。
●2014年4月6日出生的任晨
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120470，声明作废。
●河南恒泰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803
3168-1；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11628580331681；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628
000008891，现声明作废。
●临颍县原野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122000079X，声明作废。
●宜阳县军峰化工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
号：06381408-7，声明作废。
●虞城县张集供销社滕明农资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7850，声明作废。
●清丰县华春林农生态园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9
22000013016，声明作废。

●兰考县联鑫矿产品物资有限公司
股东于2016年5月18日决定解散
公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兰考县恒利化工物资有限公司股
东于2016年5月18日决定解散公
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商丘市吉利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达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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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华正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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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兴达建材有限公司（411
681000009425）经股东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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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合众汇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临颍县天益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信德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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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铭涵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信用代码：9141
1322MA3X9FW49U，声明作废。
●武陟县德顺服装厂税务登记
证副本遗失，证号：410823395
460449，声明作废。
●河南丢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信用代码：914
10883555729049P，声明作废。
●何瑞琴（何遂勤）位于通许县
文卫路中段南侧的房产证遗失，
证号：004198，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豫泰手机卖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
323600041120，声明作废。
●博爱县月山永兴新型防水防潮材
料厂（410822000013309）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硕实农牧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证号：
410225NA000242X，声明作废。
●缴款人海涛于2015年5月13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30800 元 所 出 具 的 票 号
31599186的《河南省行政事业
性收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
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
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特此声明。
●李允遗失导游卡，导游卡号：
D-4102-002128，声明作废。

●安阳市宜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彤旺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394120800937）经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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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祥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72900003490）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许昌县花样年日化店经研究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隆兴纺织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兰考县兰金服饰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6年5月17日决议解散公
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虞城县华宇印刷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清丰崇德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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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华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清丰益达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律师观察
□ 记者 尚迪

组织者构成开设赌场罪
现实中，不法分子利用感情诱人

消费的手段由来已久，如常见的“酒
托”、“饭托”等。由于买酒、吃饭本
身并不违法，“酒托”、“饭托”不一定
构成犯罪。但是，本案中，赌博是一
种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该活动的组
织者难逃法律制裁。

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莹
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营利
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
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
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
规定的“开设赌场”。本案中，组织
者利用互联网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

投注，应构成开设赌场罪。

聊天女子应受行政处罚
在本案中，除组织者外，多名聊

天女子也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这
些女子是否也构成犯罪呢？

张莹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
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属于开设赌场罪的
共同犯罪行为主要包括：为赌博网
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空间、通信传输通道、投
放广告、发展会员、软件开发、技术
支持等服务，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
支付结算服务，为 10 个以上赌博网
站投放与网址、赔率等信息有关的
广 告 或 者 为 赌 博 网 站 投 放 广 告

等。聊天女子的行为不在此列，不
构成共同犯罪。

但是，聊天女子参与了赌博活动
并领取报酬，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规定，应处以拘留、罚款等行
政处罚。

“富二代”无法要回赌资
短短两个多月，涉案金额就高达

100 多万元。这些“富二代”一时受
诱惑而付出的赌资还能要回来吗？

张莹表示，根据《刑法》的相关规
定，赌资属于赃款、赃物，应由国家
追缴，不予返还。因此，受害人已经
付出的赌资无法要回。同时，根据相
关的民事法律规定，赌债是不受法律
保护的，如果受害人负有赌债，可以
不予偿还。

被“美女好友”引诱赌博
坑走的钱能要回来吗

赌

5月14日，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湖北省咸宁市通山
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有组织的网络赌博案。据报道，该
犯罪窝点位于一栋临街私房中。负责人通过张贴广告单
和发布网络信息“招聘”年轻女子后对她们进行培训，让
她们使用事先设置好的微信账号，通过“附近的人”或者

“摇一摇”功能添加男子为好友，通过聊天判断对方是否
是“富二代”后，引诱他们点进公司的网站赌博。

5月9日下午，通山县公安局组织数十名民警突袭该
窝点，抓获嫌疑女子16名，主要负责人1名。除两名女子
因还没聊到客户被释放外，其余15人目前已被刑拘。据
查，仅两个来月的时间，就有数十名男子上当，涉案金额
目前有100多万元。

这些年轻女子“入职”后，有人向她们发放专门的教
材，教她们怎么与“富二代”聊天，发展暧昧感情。与普通
的欺骗手段不同，这种掺杂了“感情”因素的诱骗，法律能
否进行规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