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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AⅠ·08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非法隐私”是否也要保护

草案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
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

针对该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认
为，“不愿被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
密活动、私密信息”需要作出限定，这
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应
该是合法的，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是
同样不愿他人知晓，也是私密的，但
这种隐私就不能保护。建议将第
1032条第2款修改为“隐私是自然人
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
的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私密空间、私密
活动、私密信息”。

有家暴的是否可不设离婚冷静期

为防止“冲动离婚”，草案第
1077条规定了“离婚冷静期”：自婚
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
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
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三十
日内的，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
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从立法的本意来看是避免婚姻
当事人轻率离婚、冲动离婚，以维护
家庭稳定。”李钺锋委员表示，据调
研，一些法院在离婚案件中也探索设
立离婚冷静期制度，产生了较好的社
会效果。但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登
记离婚都是冲动离婚。他认为，对于

存在如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
的，没有必要设置冷静期。

公婆与儿媳是否视为近亲属

目前的婚姻法中，并未界定近亲
属范畴。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采纳
相关建议做出一个修改，将“共同生
活的公婆、岳父母、儿媳、女婿，视为
近亲属”的规定删除，明确：亲属包括
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
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分组审议期间，对此条修改仍有
不同声音。

信春鹰委员表示，建议把原来第
822条中“共同生活”几个字删掉，其
他的内容保留下来。“现在大部分家庭
是一个子女，不能把儿媳、女婿都排除
在近亲属和视为近亲属之外。”

离婚无房一方一定时间内是否
可对另一半住房享有居住权

民法典草案将“居住权”写入其
中，成为一大亮点。

分组审议期间，田红旗委员针对
居住权进一步提出建议。她认为，居
住权设置目的是实现同居者的基本
居住保障，保障居住者的居住安全。
目前，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4章规定
居住权的意定性，并没有涵盖并照顾
到社会中配偶、老人、孩子等群体的居
住权，因为这些主体的弱势地位，在很
大程度上不能进行合同约定。

她建议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居
住权一章中增加法定居住权的规定：

“父母作为监护人对于未成年子女的
房屋享有居住权，或未成年子女对其
父母的房屋享有居住权，离婚无房配
偶在一定时间内对配偶的住房享有
一定的居住权。”

今年以来，出台了有史以来力
度最大、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
马上年底了，效果如何？25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
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
财政部部长刘昆作国务院关于减税
降费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今
年1-10月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人
均减税1786元，你享受到了吗？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
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万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于1月1日
起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于4月1
日起实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于5月1
日起实施；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措施于7月1日起实施。

从取得的成效看，有效降低了企
业成本负担。1月~10月，全国实现
减税降费 19688.94 亿元，其中减税
16473.26 亿元，降低社会保险费
3215.68亿元。全年减税降费数额将
超过 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
2％，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深化
增值税改革后，增值税高档税率由
16％下降至13％，在G20国家中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

明显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消费能
力。1月~10月，实施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减税521.94亿元，加
上去年10月1日提高个人所得税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化税率结构翘
尾因素，合计减税4480.84亿元;个人
所得税纳税人人均减税17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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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分组审议：

隐私要保护“非法隐私”是否也保护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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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草案12月23日首次“合体”亮相！12月24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多名
委员表示，赞同此次常委会会议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法典草
案提请明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与此同
时，与会人员围绕离婚冷静期、隐私保护、居住权、近亲属范围等与
普通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提出进一步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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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公告

●河南蓝铅笔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

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5MA40T0MR3F),本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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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减资公告:南阳市神通艾草制

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303MA3XBQUY2B)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决定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800万
元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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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河南宏达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常春郑房权证字第15012172
13-1号；田东瑶郑房权证字第

1501217213-2号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

●王亚敏,女,2017年7月毕业

于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技

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专科毕业

证遗失,证书编号:14245120
1706060091,声明作废。

●李文萍(身份证410105196810
254442)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

持有执业证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陌陌美甲店营

业执照副本92410103MA40H
D4H7B遗失，声明作废。

●杨荷荷,郑州仲景国医成人中

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丢失,原毕业

证号码010123180,特此声明。

●郑州市惠济区宏达商行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41108119
791212297301）遗失作废。

●本人刘洁于2015年9月8日
向郑州凯浦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0元，

收据号为5101870，收据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赵新龙产权证第0801046655号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李显朋，巩房权证字第1601
10455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屋坐落于巩义市西陵北巷5
号1号楼付18号，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省三兴化工工程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91410100594872489
0)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飞达机电维修

部财务专用章不慎丢失,编
码4103050051281,声明作废。

●白剑钧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丢失号410181197801153
018声明作废。

●徐万秋,皇马国际3-202房的装
修押金收据遗失。收据号511
8712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高继坤4114241991062816
31购买水榭华城43号楼1单元

2604号，首付房款收据号121
2710金额31371元，维修基金

票号3029920金额5919元丢失，

特此登报声明。

●巩义市焱鑫商贸有限公司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10
18103704020B)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910037040201,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巩义市

支行,账号41001587010050
219628)丢失,声明作废。

●艾金龙遗失由登封恒林御峰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编号06012946金额933
6元。编号06012927，金额

251790元。声明作废。

●南阳海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中信银行唐河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142000535
603,账号8111101013400780
067及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刘涛河南城建学院三方协议

遗失，号7807682声明作废。

●汝州市石油成品油流通协会

将中国银行汝州支行银行开

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9560
00185902,机构信用代码证M
4041048200018590M声明作废

●本人乔跃,不慎遗失郑州曲梁

同赢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1月
24日维修基金收据号600481
8，金额￥3730元，特此声明。

●郑州赛阳照明有限公司在郑

州银行淮河路支行预留的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张定2018年9月12日在

郑州丰益置业有限公司缴纳

郑州金锣湾项目7号楼1单元

3406室维修基金8317元。收

据号为1000000956该收据遗

失，特此声明该收据作废。

●王家豪身份证遗失,证号:41
0882199710178037,自见报之

日起不承担本人被冒用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许昌市东城区七公主美容馆
营业执照（代码92411000MA4
4Q4RR3R）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