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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收养法》规定，
现将郑州市儿童福
利院1名弃婴（儿）的
情况公告如下：邵心
怡，女，2014年03月
15日出生，2014年04月16日被遗
弃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富民路
与郑上路交叉口路口，捡拾时特
征：身穿粉红色上衣、黄色裤子，随
后由捡拾人交给朋友代为抚养。
后报警，2018年11月02日由郑州
市公安局须水分局治安管理服务
大队送入我院。

该儿童的年龄，由郑州市儿童福
利院推测所定。望该儿童的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自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
内，前往郑州市儿童福利院认领，逾
期无人认领者，将被视为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儿），我们将依法安
置。联系地址：郑州市中原区须水
镇常庄村郑州市儿童福利院，邮
编：450000，电话：0371－86253795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寻亲公告
●巩义市城区金钰副食品店注
册号:410181600112072，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陈凯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S410729166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三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发票领购簿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680756775Y，
声明作废。
●王政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E410758742丢失，声明作废。
●郑洪普，身份证号：4107281963
08257514，2006 年 12 月取得工
程师资格丢失(证书编号:C059
08060900418)，声明作废。
●（父亲：王全良，母亲：曹花）王文
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件编号
M411790700，声明作废。
●王松涛，不慎遗失儋州中润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花
岛收据四份，楼盘名称:中国海花
岛一期3号岛321栋101房，编号
分 别 是:4039666、 4023924、
4024001、HHD1005756、金额均
是：85836.00元，声明作废。
●桐柏县金冠置业有限公司2016
年11月9日补交土地出让价款壹
佰柒拾伍万贰佰元整，原始票
据NO.0017847遗失，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许昌兴基置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MA3X8
ACW1R,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发布之日起45日内联系公
司清算组申请债权。清算组联
系人：张旭东，电话18603999983
0374-7337752 特此公告
●河南恒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拟像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该公告见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巩义市安信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181100007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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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孙丽芝，00304132号契
税完税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2014年1月15日出生的赵振
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847620，声明作废。
●商城县大阳摩托车销售有限公
司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丢失6
份，发票代码141001520076，票
号 03021453、03021456、03021
460、03022935、03022939、03022
951，声明作废。
● 公 告
驻马店市天中公证处根据《公证
程序规则》第63条第3款的规定，
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决定对
(2017)驻天证民字第539号公证
书予以撤销。特此公告。
●2018年1月9日出生的吴语桐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2024079，声明作废。
●洛宁县城区欧阳小藕枣子蛋糕
房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328690139090，声明作废。
● 郑 颖 警 官 证 丢 失 ，警 号
060650，声明作废。
●舞阳县太尉镇邢庄村村民委员
会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舞阳县信广古典家具店发票专
用章丢失，编号4111210023914，
声明作废。
●2017年7月30日出生的李一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085071，声明作废。

●2018年9月1日出生的刘玮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S410178076，声明作废。
●2017年7月30日出生的杨何
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69583，声明作废。
●苏睿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S410672235，声明作废。
●2015年9月16日出生的冯程
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848215，声明作废。
●2018年3月19日出生的高一
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80589，声明作废。
●王艺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S410672193，声明作废。
●陈秀勤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425613058655，声明作废。
●张俊杰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425613148460，声明作废。
●2017年9月24日出生的曹沐
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2172902，声明作废。
●2007年5月14日出生的谢伯
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623167，声明作废。
●周口市聚贤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3B14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51199，声明作废。
●庞卫军，郑州大学现代文秘
专业毕业证书不慎遗失，证书
编号9651006,特此声明。

●商丘市花木兰工量具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2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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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新园商砼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091001246801，声明作废。
●杞县盛宏渣土清运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
证号：410221000698，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金环专业座垫座
套服务中心，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遗失，纳税人识别号，410323196
705070039，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8年10月31日第12
版刊登的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河
南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翟
志新、崔黎明追偿权纠纷一案的被
公告人“崔黎明”更正为“翟志新”。

●新蔡县农得利粮食购销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729MA3XB

F118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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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新升防水防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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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玉鑫种养殖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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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永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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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鑫胜源运输有限公司（9141

0600MA40G9LC81）经股东会决议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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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满减，精打细

算掐点领券；短信、社交

网络，优惠“爆仓”不胜其

扰……今年的“双十一”

购物节已经打响，兴奋地

买预售、加购物车的你，

是否也多了不少烦恼？

一不留神就被虚假低价

忽悠，买一件商品要集齐

五六种优惠券，优惠短信

轰炸手机被塞满促销信

息……狂欢的购物节为

何让人忧？

优惠悄悄“变脸”虚假降价现象普遍

广告“轰炸”不停歇让人不胜其烦

专家：
让购物节告别虚假促销

“9月份梳子两把160元，现在110元一把。”“点名
某服装品牌女式羊绒衫，今年提前加了购物车，眼睁
睁看着它从 499元变成了 599元！”……被网友点名的
品牌包括美妆护肤、宠物食品、衣鞋箱包、日用品等品
类，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家知名品牌旗舰
店上榜。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表示，先涨价再打折或降价，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
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规定，以虚假
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
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属于欺诈行为。

“亲爱的淘宝会员，您有双 11 超级红包等待抽
取……”夜里1点，上海黄女士依然收到了“双十一”的
短信广告。“从10月20日开始，就不停收到商家的‘双十
一’广告，回复‘退订’是最近做得最多的事情。”

离“双十一”到来尚有一周，但广告已先行“轰炸”
好几轮。短信、电话、弹窗……促销广告以各种形式
密集“攻占”消费者的视觉、听觉和信息获取的渠道空
间，令不少人抱怨“不胜其烦”。

在朋友圈，一条抱怨电脑浏览器“双十一”弹窗广
告防不胜防的帖子引得好友纷纷表示“同病相怜”。

“广告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度’的把握确实值得商家
去思考。”从事品牌营销的韩经理认为，走过十年的

“双十一”，人们对于它的热情与期待已难比当初。

“双十一”和“618”全年不断档，“品牌节”和“品类
节”轮番不停歇。在越来越密集的购物节背后，究竟
是消费者得实惠还是商家享收益？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
欣指出，不同的优惠方式玩法越复杂，对商家越有利。

“复杂的规则可以将消费者一分为二：愿意费时
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节省开支，不愿研读的则原价购
买，充分拉高了利润。此外，可以避免价格的绝对透
明，还能转移注意力，让消费者忘记自己的心理价
位。”蒙慧欣说。

陈音江表示，消费者追求实惠，经营者追求利润，
实属正常的交易心理。但经营者不能为了利润，简单
粗暴地制造各种促销噱头，利用虚假促销手段欺骗消
费者，或通过不诚信甚至违法的手段，损害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商家应诚信守法经营，让购物节彻底
告别不合理的低价倾销和虚假促销，同时也应当以更
理性、规范的方式开展购物节，并实现线上线下的协
调统一，达到分流目的。 （据新华社）

《侵 害 消 费
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规定：

以虚假的“清
仓价”“甩卖价”

“最低价”“优惠
价”或者其他欺骗
性价格表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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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欺诈行为。

复 杂 的 规
则 可 以 将 消 费
者一分为二：

愿 意 费 时
了 解 的 消 费 者
可以节省开支；

不愿研读的
则原价购买，充分
拉高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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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沈阳11月5日电 刘
桂五，字馨山，1902 年出生于热河
凌南（今辽宁省朝阳市）。他生性豪
侠，自少年起练就一身骑射好功
夫。1924年，西北军名将宋哲元进
驻热河，刘桂五应征参军。1936年
12月初参加张学良西安事变，亲手
将蒋介石“请”上车，促成国内停止
内战、一致对外。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消息传
来，刘桂五立即请缨抗战。1938年
4 月 15 日，马占山率部迫近日军巢
穴张北，日军调集多支战斗力量迎
击。4 月 21 日夜，马部被日军包
围。刘桂五指挥警卫队反复冲杀，
直至次日早晨，终因寡不敌众，所部
被敌人打散。刘桂五在战斗中被敌
人的炮弹炸成重伤，但依然拿手枪
坚持作战，后因伤势过重，壮烈殉
国。6月9日，国民政府在西安革命
公园为刘桂五举行追悼大会，八路
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
陕西各界代表都赠送挽联、发表讲
话，颂扬抗日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人民政
府追认刘桂五为革命烈士。

新华社武汉11月5日电 据湖
北省纪委监委 5 日通报，经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并报湖北省委批准，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王晨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
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提起公诉。

武汉中院原院长
王晨被“双开”

刘桂五：
起于草莽殉为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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