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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出租招租

●地铁五号线出口建文3600平
一楼310+150平,街区配套餐

饮,美发,牙齿美容,便利店,咖
啡,药店,烘焙,商务会所二、三、

四、五楼300平左右,诚招教育

培训、工作室、办公等机构加

盟合作。电话:13333852970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13598890572、13513805862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消防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公告

●新乡市卫滨区朗宇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拟注销望债权人45
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寻亲公告

● 寻亲公告

位女士于2020年8月24日晚

在滑县振兴路附近捡拾一刚

出生弃婴，弃婴无任何身份

信息，收养至今，现寻找小

孩亲生父母。联系电话：

15518783636

声明

●编号O411102965，姓名万青

皓，出生日期2014年08月15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不

慎遗失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

财政票据，票号0015152698
金额500元、票号0015152697
金额500元，声明作废。

●我是郑州市臻铭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法人:李德锋,以后本

公司的合同、财务和文件，

以公安备案的章和我签字为

准，其它一概无效，自声明

之日起生效。

●编号为O411810026,姓名张依

诺，出生日期为2014年11月14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强之丽炒货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

许可证编号JY24101050123914,
声明作废。

●郑州宝义如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2MA3X7EFW65)营业执照正副

本和公章(4101020066507)
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宇晨暖通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10300120080040）副本

410300120080040（1-2）（2-
2）），公章（编码4103030031
644），声明作废。

●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01040130601）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辉县市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107
822007270101-SX-001特此声明
●朱贺龙遗失郑州航院三方协

议,编号162003151,声明作废。

●兰考梁帅百货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遗失，法人代表刘

秋玲，许可证编号 JY14102250
050298，声明作废。

●洛阳冉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7
3174056989，公章（410303
0097710）财务专用章（410
3030097711）丢失，声明作废。

●申家阳遗失河南新东方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原

件，收据号：7118045,开票

日期：2018年2月23日,金额

1772786.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安澜大药房遗

失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

证证书，证书编号C–ZZ19–0
126，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安澜大药房遗

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豫DA37101827,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1182925,姓名张怡

霖，出生日期为2012年6月18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畅品面包坊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4101050178650,声明作废。

●河南省大华建设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财务章遗失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怡佳轩家具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
MA449U6B7N声明作废。

●赵萌遗失西平县人民医院开

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票据代码:豫财410214票
据批次MC【2017】住院号

579155票号0696524金额

7533.98元声明作废。

●罗济乾，不慎遗失黄河科技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大专毕业

证，证书编号11834120160
6001428，声明作废。

●荆梓伊（女，出生时间为2017
年2月13日13时4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Q41
0866379）丢失，声明作废。

●张译文（男，出生时间为2014
年8月13日12时33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O4116
01478）丢失，声明作废。

●车辆合格证遗失,车型:东风日
产牌DFL7160VBNH6，VIN码
LGBH52E01LY100325发动机
号HR16479920L出厂日期20
20年7月24号,合格证编号W
AC2900052236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河南省巨力实业
有限公司豫A215C挂车道路
运输证(证号:410182020778)
丢失，声明作废。
●姓名:刘芳，遗失中级导游
员证书，证书编号DZJ2006
HEN10094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P411278519，姓名郜奕
樊，出生日期2015年11月2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 遗失声明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
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一份,票
据代码410001002号码2007
2490项目名称：农民工工资
保障金。金额245207元，声
明作废。由此引起的相关责
任，由我公司负责。
●更正:大河报2020年8月25日范
银行刊登的“商铺租凭合同”应
为“商铺租赁合同”特此更正。

【事件】
3岁女孩被喂到70斤
网友气炸了

“70斤三岁小胖妞爸爸带
她吃饭，狂饮一瓶饮料半只鸡
一碗粉，好厉害！”

“70斤千金刚买的衣服又
小了，要买定制大码女装。她
爸还一直喂！”

“三岁66斤胖妹母亲节非
常开心，吃了不少食物，马上突
破100斤！”

看到这样的短视频标题，
不少为人母者，开始惊呼“无法
忍受”“还是孩子亲妈吗”！

近日，年仅3岁的“小网红”
佩琪因超额体重引起广泛关注，
网友纷纷指责孩子父母不顾孩
子健康，利用其“吃播”赚钱。随
后，气愤的网友自发向平台进行
了举报。目前，该账号已不能被
搜索到,所有上传视频及大部分
动态也已被删除。

记者梳理了网友放出的
部分佩琪的视频信息，了解到
第一条视频发布于2018年10
月 19 日，随后佩琪的体重不
断飙升。

昨天，女孩父母回应媒体
称，佩琪出生时体重已达到了9
斤，自己亲生的孩子，不是故意
要喂那么肥的，而是属于易胖
体质。目前也在控制体重，少
食多餐，尽量不给孩子吃垃圾
食品。

对于让孩子当“吃播”赚钱
的质疑，孩子父母回应称，并不
属实。“确实赚了几百元，但拍
视频纯粹只是为了好玩。”

【说法】
父母强行喂养或涉嫌虐待
可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针对此事，孩子的父母是
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25日，
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河南继春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波。“这个问
题要一分为二来看，关键在于
孩子父母是否存在恶意炒作、
强行喂食的行为。”张波表示，
如果孩子的父母正常喂食，不
存在强制行为，而是因孩子自
身原因或者存在某些疾病导致
的肥胖，父母不需要担责。

不过，如果孩子的父母存
在故意喂养、强行喂养、为了达
到吃播效果给孩子吃各种垃圾
食品等行为，导致孩子出现过
度肥胖，那么应被视为一种不
负责任的行为，未尽到监护职
责。《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
第二款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
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
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
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
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
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
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
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
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
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
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
担抚养费用。

因此，针对网友的担心，张
波律师认为，女孩所在地社区、
相关管理部门可及时对该行为
进行劝阻、说服教育等，如果其

父母拒不改正，则可以向当地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
的资格。此外，如果情节恶劣，
还可能涉嫌虐待罪，《刑法》第
二百六十条明确，虐待家庭成
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延伸】
“云养娃”越来越火
父母需要注意哪些？

互联网的另一端，各种“看
客”不吝流量地追捧，成为不少家
长晒娃的原动力。不少年轻人在
互联网上关注别人家的孩子，称
之为“云养娃”。面对越来越火的
短视频“云养娃”，父母在晒娃过
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法律边界？

张波介绍，父母利用互联
网平台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这
种行为本身没有问题。但正如
上述佩琪“翻车”事件，被网友抵
制，就是因为父母在晒娃的过程
中，一味追求猎奇、流量，而忽略
了孩子最基本的健康问题。因
此，父母在晒娃期间，一定要注
意，妥善使用自身监护权，一切
以孩子自身健康和良性成长为
出发点，切勿将孩子作为达到某
种目的之工具。

此外，随着孩子逐渐长大，
父母在晒出孩子的照片、视频
时，也应尊重孩子的意见。《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
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
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
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
取他们的意见。

3岁娃做吃播被喂成70斤，谁担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2 岁半 50 斤”“3 岁体重 70 斤”“马上破百
斤”……近日，年仅3岁的“小网红”佩琪因其与年纪极
不匹配的超额体重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网友纷纷指责
其父母“不负责任”并留言“希望警方介入”。那么，针
对此事，孩子的父母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面对越
来越火的短视频“云养娃”，父母在晒娃过程中需要注
意哪些法律边界？昨天，记者就上述问题进行采访。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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