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 【律师解答】

法律咨询

媛媛：这么能生，可是生
了又不负责。这样的人不配
当父母。什么年代了，是不懂
避孕还是故意生孩子赚钱？
当地的计生部门工作做得不
到位。

xiè zhì yǒng：我敢拍
着胸脯保证这些孩子在养父
养母身边会比在亲生父母身
边强多了。这种父母以后怎
么面对当初被自己卖掉的几
个孩子？如果我是孩子的父
母，饿死也不会卖孩子的。

【闲言碎语】

湖南衡阳 90 后女子张某与男友先
后生下 6 个子女，2008 年至 2012 年两人
卖掉 3 个亲生儿子。其男友于去年 9 月
被检察院批捕，目前正在服刑。当时张
某因怀上第六个孩子，被警方执行监视
居住，她趁机潜逃。本月 20 日，四川广
元警方在一所网吧将张某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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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坤堂律师：此女子涉嫌拐卖儿
童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
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

(一)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三) 以出
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
方法绑架儿童的；(四)以出卖为目的，
偷盗婴幼儿的；(五) 造成被拐卖的儿
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的；(六) 将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
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
童的行为之一的。

合同应该这样写

欢迎广大网友通过各种方式发
表自己的看法或推荐话题，我们将择
优刊发。

河南法制在线网官方微博、微
信请扫描二维码，邮箱 hnfzzx-
wb@sina.cn，也可电话直通微互动
责任编辑王俊：0371-86178077

法律援助律师团

河南德英杰律师事务所
河南德英杰律师事务所是经河南省司法

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该所曾为
金融、证券、房地产、贸易、交通、科技等产业
领域的众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国内大中型
企业、公司、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良好
的专业性法律服务。该所曾多次参与法律援
助活动。 电话：0371-87520200

专长律师（民商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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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读者在聘请律师代理案件时一
要查看律师执业证，看律师证是否有年
检标签，确认是否本人；二要签订代理合
同；三要索要代理费发票。

欢迎广大律师、法律人士积极参与
本版栏目互动，踊跃投稿。

联系人：伍红梅
电话：0371-86178097

13838128770
邮箱：hnfzbls@163.com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hnfzb.

com/hnfzb/lawer/

高鸿雁律师13837306859
李国旺律师15938735678
周黄河律师13603844616
徐德文律师13653775969
王玲玲律师13949066727
季 君律师1390371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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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5238774419 电话：13663941418

河南众望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
婚姻家庭、保险理
赔、交通事故、刑事
辩护等法律事务。

王博
河南明辩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
婚姻、交通事故、工
伤、金融、刑事辩护
等法律事务。

丁新民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
地需要介入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而
合同便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
一旦合同的内容约定不明确或不完
整，则很可能为将来的经济纠纷埋下
伏笔。又因合同涉及许多专业术语，
为了便于没有法律背景或知识的人
士，在不能借助律师的紧急情况下，
能够较迅速而又比较全面地起草一
份合同，结合本人担任法律顾问多年
的工作经历，我将一些心得总结了一
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不管做什么都要确定一个
范围，写合同也一样，即要确定何人、
做何事，也就是合同的当事人、标的、
数量、质量等内容；

其次，是怎么做，如何做，也就是
合同的履行条款，包含履行方式、期
限、地点等条款；

最后，就是若不按照约定履行如
何处理，即合同的违约责任、争议的
解决等条款。

如果一个合同能将上面的条款
都包含进去，基本上能满足简单的经
济活动，而避免一般容易产生的经济
纠纷。若是情况允许，还是建议先向
律师咨询为妥。

（黄礼广律师）

律师手记律师手记

我的轿车在某保险公司
处投保机动车辆保险。合同
约定的承保险种分别包括

“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
任保险、不计免赔率特约”等
险种。保险期限内，我驾驶
该车辆正常行驶，因天降暴
雨，致使车辆进水突然熄火，
在事故现场第一时间向保险
公司报案。我在就近的某汽
车销售服务公司对发动机进
行拆洗维修，支出维修费
56492.41元。针对我的损
失，保险公司称是暴雨致使
发动机损坏，所以拒绝理
赔。请问，暴雨致发动机损
坏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贾先生来电：
首先，保险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

条款“保险责任”部分第四条约定：“保险期
限内，被保险人或其他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
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
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五）雷击、雹
灾、暴雨、洪水、海啸。”保险条款“责任免除”
部分第七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
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六条……
第七条第（十）款：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
机损坏。”本条款附则部分就合同中“碰撞”、

“暴风”等术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但没有有
关“暴雨”的释义。涉案保险合同并未将保
险车辆的发动机排除在保险标的之外，发动
机作为车辆不可缺少的部件，其所受损失也
应当视为保险车辆损失的一部分。

其次，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

方，当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
上的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
方的解释。在投保车辆损失险而发动机进
水导致的损失不能获赔的情况下，被保险人
仍坚持投保，表明其对该条款的法律后果认
识不足，而保险公司作为保险条款的拟定
方，应将该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可能产生的
法律后果向其作出解释，提醒其审慎选择该
项保险，并告知投保人该部分损失需通过购
买其他险种予以保障，使投保人明确条款的
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发动机进水后导致
的发动机损坏不能获赔，违背了诚实信用原
则，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故涉案免责条款
不产生效力。

综上，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赔
付原告保险金。 （周俊岭律师）

暴雨致轿车发动机损坏
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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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大于3×3.8cm，包月每块500元1×3.8cm，包月每块400元
声明公告:1×3.8cm单次收费400元 其他栏目广告包月 200 元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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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征婚栏目内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
关证件，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
何经济来往和感情纠葛。因本栏目信
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法律服务 医 疗

金融服务

海洋不动产贷款
房贷、按揭房再贷、出资、贷款1分5息
0371-63611296 13803830817

普通船员80名，55岁以下体健，年薪10-25
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险，包吃住，
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5367880

南京聚祥船舶急招148元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招 聘

招 商

专治白斑病

地址：郑州市城南路179号

我院采用先进技术细胞免
疫疗法、黑色素细胞移植、细胞
色素种植、中药内服外用等多位
一体疗法，标本兼治、七天消退
白癜风，小面积当场消失，愈后
抗复发。学生治疗费优惠10%。
电话：0371-66613361

声明公告

专业清债
各种债务15515553603成付

诚信要账
专业快速、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15515555574
闪电清债

15638181100

合法★清债
专业团队 全国追收

律师清债

15136270758
现金收欠款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00-12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田地，郑州大学法律专业本

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

书不慎丢失，证书编号：65412

201102001721，声明作废。

●濮阳市乐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台前房权证2010字第0791

号的房产证未遗失，依然有效。

注销公告
●河南丽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注册号：41010000008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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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车辆型号：捷达FV7160CiFE，
车牌号码：豫A51C09的车购税
完税证明遗失，完税证明号：
8410052116，声明作废。

车辆型号：丰田TV7250V3NS，
车牌号码：豫A8831R的车购税
完税证明遗失，完税证明号：
5410163989，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