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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荐读

警惕假彩票
世界杯期间，不少人买彩票。但你知道吗？网上彩票

多是私人运营，你买的可能是假彩票，很多人已受骗。
在我国，彩票由财政部审批，民政部、体育总局下设的

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发行，一般都是以实体门店方式进行销
售。由于互联网销售彩票存在诸多问题，自2015年以来，已
经被财政部等多家单位禁止。但是，许多网站打着代购代
销的旗号，仍在暗中销售彩票。许多网站声称，自己销售的
彩票和实体店具有“同等效力”。

然而，所谓的“同等效力”背后有着诸多猫腻，其共同特
征是运营者采取非法方式截留彩金，保证自己稳赚不赔。
如果彩民中了小奖，运营者就自己拿出彩金来兑奖，以吸引
彩民。万一彩民中了大奖，彩票网站常常是关门了之，卷钱
跑路。

既然目前是被禁止的，那么网上售卖彩票其实就是一
场骗局。球迷们一定要擦亮双眼，别被迷惑。

赌球可能构成犯罪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

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
上 十 五 日 以 下 拘 留 ，并 处 五 百 元 以 上 三 千 元 以 下 罚
款。球迷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下注赌球，如果赌资较
大，就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可能
构成犯罪。

远离疲劳驾驶、酒后驾驶
本次世界杯东道主俄罗斯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有

5 小时时差，比赛多在北京时间的夜晚甚至凌晨进
行，大量球迷聚集在餐厅、酒吧观赛，极易导致酒后驾
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此类情况，河南公安已采取多项措施，严查酒后
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禁止的疲劳驾驶是
指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 4 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
休息时间少于 20 分钟的行为。但是，熬夜看球后开
车回家，驾驶人通常比较疲惫，此时开车，也有安全风
险。

更应注意的是，酒后千万不要开车。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
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
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
（平安中原pinganzhongyuan110）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开幕。对于多数球迷来说，看球是一项
很好的娱乐活动。但是，往年世界杯期间，却有一些人因这项活动被
“红牌罚下”。

曾任某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的王某，在职期间负责报社的经营
管理和广告业务，因此和许多广告客户来往密切。2014年巴西世
界杯期间，一家地产企业邀请他去了一趟巴西和美国。在巴西期
间，王某一行还接受这家企业邀请，观看了一场巴西世界杯的半
决赛，同行五个人一共花了 60 余万元，这些钱全是由企业支付
的。2015年11月，王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虽然“请客看球”这样的事情不常发生，但是党员干部千万
要注意，警惕服务对象以看球之名，组织聚餐、旅游、送礼等。

近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其中就包括违规接受公款宴请问题、接受超标准公务
接待问题、违规组织公款吃喝问题、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
旅游问题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引以为戒。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赴饭局前须“三问”。
一问谁买单。私人聚会公款买单是大忌，买单者误人

误己，参加聚会的党员干部也会“被牵连”，使本可轻松愉快
的私人聚会变了味。

二问和谁吃。私人聚会要特别注意参与对象，除了
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
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
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当然，不涉及公款、不
涉及业务关系的同学间、老乡间单纯的小聚会，不属
此列。

三问在哪吃。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
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
安排的吃请。

除此之外，党员干部看球时
如果有不文明行为，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同样会受到党纪法规
的处理。同时还要注意，千万不
要在工作时间偷偷看球，这也是
违反工作纪律的。

（济源普法 jypf3087）

@球迷们：

看球也有法律风险？
有人因这事被“红牌罚下”

世界杯期间，警惕骗局，莫违法！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球迷们的
狂欢节。但是，警察蜀黍提醒你，不
管你是真球迷还是跟风的“伪球迷”，
世界杯期间，一定要警惕相关骗局，
并自觉远离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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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泌阳县威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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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永全养殖场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蔡县益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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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德伟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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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富岛餐饮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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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县金土地粮业收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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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鑫康源保健用品商行经投
资人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鼎夏咖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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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庆宇石化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 91410306MA3X
99D84E）经股东研究决定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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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利庆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9141030634498361
0R）经股东研究决定拟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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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政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91410926MA4
0HR4Y4W）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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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贝贝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3MA
44GGX174）经股东会研究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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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博发建材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023000011958）经投资
人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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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公告

●2005年10月20日12点10分的
段博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F410905219声明作废。
●郑州焱鼎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3MA3X552
M62，声明作废。
●任爱连郑房权字2016第161010
2091号房屋所有证遗失，特此声
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程颢翔《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O410078646丢失，声明作废。
●麻睿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Q410803485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恒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4101040089655)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张二兵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225618145956声明作废。
●郑州秉德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企业代码9141010207
1392240L）公章不慎丢失，公章号
码：4101030051433，声明作废。
●新乡市同盟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724000017867，声明作废。
●李亚丽，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
汝阳县文化路17号棉麻公司1号
楼三单元二楼东门，不动产权证
号：房权证汝阳字第20070248号
丢失。声明作废。
●武元首，郑州大学成人高等教
育法律专业，专科毕业证书不慎丢
失，证书编号：校字980094号，予
成高教字904459号 ，声明作废。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生武元首，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
号：030612，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王跃军与娄伟高达成的债权
转让协议，王跃军将其依据
（2013）禹民二初字第308号民事
调解书中确定的对债务人李新
停、郭恨享有的所有债权全部转
让给了受让人娄伟高。现对债权
转让事宜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债务人李新停、郭恨立即向娄
伟高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债务及利息等。特此公告。
出让人：王跃军 受让人：娄伟高

2018年6月21日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8年3月23日12版刊
登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原告王景诉邓海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豫0191
民初973号有误，更正为：（2018）
豫0191民初937号，特此更正。

●张留强于 2007 年 5 月 1 日，
在伊川县各在乡菜市场捡到
一名女弃婴，如有认领者请在
6月20至6月30日期间与本人
联系。电话：17719225113。
●张素杰，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在寄料附近拾到一名遗弃
男婴，取名田浩思。有认领者
联系张先生13323866896

注销公告
●滑县大寨乡双朝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105263495532140）经该社全
体成员大会决议同意，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了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丁
双朝，手机：13700711699。
●新安县牧鑫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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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高新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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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白云洗浴服务有限公司（91
411421317472313T）遗失普通发
票 22 份，票号：04966058、2488
2587-24882589、24882521、2488
2529、24882575、24882576、2488
2588-24882591、14931840、1493
1863、14931869、14898365、14898
366、14931845、14931847、149318
46、05004128、05004190声明作废。

●商城县城关大众药房（税号342
426197908224475）通用机打平
推式发票丢失四份，发票代码1410
01420043，票号40459478、404594
88、40459496，发票代码14100162
0043，票号07348259，声明作废。
●民权卖货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丢失，
统 一 代 码 91411421MA3XE-
XGX08，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3日出生的程彤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1540519，声明作废。
●2017年12月6日出生的张乙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241515，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13日出生的申昕
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398121，声明作废。
●本人王靖不慎遗失兴业物联开
具的设施设备保证金收据（开票日
期：2018 年 1 月 17 日，票号：
0017650，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杜秀峰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丢失，证号 41282819730422
2412，声明作废。
●洛阳瑞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编号4103220019273，声明作废。
●鹿邑县赵村乡李岗行政村村
民委员会公章丢失，编号411628
0002341，声明作废。
●洛阳霄雨商贸有限公司银行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30
005922203，声明作废。
●卫东区明净快餐店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注册号41040360818
0728，声明作废。
●宋豪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1102022610，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新一楼饭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05
732014442，声明作废。
●2012年10月10日出生的王一
默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555381，声明作废。
●沈丘县裕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代码914116
24MA44TYK148，声明作废。
●泌阳县羊册镇安寨新型墙材
厂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726000002483，声明作废。
●泌阳县东云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91411726MA451RT
M2D）、行政章（编号：412822000
9802）、财务专用章（编号：41282
20009803）、发票专用章（编号：
4128220009804）遗失，声明作废。

通 知
●郑州康万家保健食品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李东风：本公
司决定于2018年7月10日上午
10点，在航海东路219号圣福电
动车广场二楼办公室召开股东
会议。会议内容：一、讨论对公
司自成立以来的财务账目进行
清算事宜。二、商议公司以后
经营方式。望准时参加。
联系人：法律顾问孙玉发
13007629803 0371-63331673
郑州康万家保健食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1日

●个体户钟信才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注册号411425613150379，
声明作废。
●个体户冯勋明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注册号411425613274097，
声明作废。
●2018年4月7日出生的张嘉澔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876500，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10日出生的刘丰
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29144，声明作废。
●柘城县群星豫剧团演艺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424MA3X9LPP2K,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8日出生的李志贺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856394，声明作废。
●2013年4月30日出生的高江勇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2206965，声明作废。
●南召县昱信地坪工程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2010年11月22日出生的李迈
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505056，声明作废。
●2013年3月23日出生的高子莹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2079397，声明作废。
●2016年07月15日出生的杨倩
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247983，声明作废。
●2008年01月10日出生的唐若
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006833，声明作废。
●2008年04月16日出生的卢柏
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733169，声明作废。
●虞城县广兴源窗帘城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42561
3103895，声明作废。
●王雅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607372，声明作废。
●彭恩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54043，声明作废。
●2007年9月9日出生的赵蕊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H411263321，声明作废。
●2017年10月23日出生的高鑫
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075703，声明作废。
●2005年2月22日出生的侯姗姗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F410394159，声明作废。

●安阳市中鼎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003371764829）经 股 东
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
万元减至10万元，请债权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卢氏县汤河乡慧发矿产品购销部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民权县海云服饰店（税号320
219195510085015）遗失发票一
份，票号：21416577，声明作废。
●周口市赢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A046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4328，声明作废。
●李伟位于杞县未来名城的房产证
遗失，证号：2014-6624，声明作废。
●付和堂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4602111812，声明作废。
●吴洁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760913034X，声明作废。
●刘永平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6810021618，声明作废。
●郭遥涛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8612272511，声明作废。
●胡双金残疾证遗失，证号：4116
27200802118315，声明作废。
●王永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4510133352，声明作废。
●陈爱芝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5702284045，声明作废。
●民权县南平俊峰超市（1924
11421MA44707X00）遗 失 普
通 发 票 9 份，票号：15059152、
15059158、15059159、15059161、
15059162、15059170、15059172、
15059174、15059176，声明作废。
●赵爱英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6510161184，声明作废。
●张飞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7601104438，声明作废。
●周秀兰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6402073320，声明作废。
●张秀芳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4196302104863，声明作废。
●项城市野克房产信息咨询服
务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681625151784，声明作废。
●河南一路人实业有限公司
（91411421317456049W）遗 失
普通发票2份，票号：05051322、
0505132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