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解答】

首先，从合同订立的目的来看。本案中的黄某、
甲某双方的目的非常明显，不言自明。虽然合同本
身只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但其房屋却是营业用房，
若甲某不提供房产证，黄某就不能取得营业执照，导
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提供房产证便成为甲某的附
随义务。

其次，从承租人的受损事实来看。租赁合同签
订以后，黄某便开始装潢，客观上表明其作为承租人
在积极地履行合同。甲某的拒不提供房产证行为，
导致黄某不能取得营业执照，其为经营而进行的装
潢投入，也将成为一笔较大的损失。

再次，从要求的合理性方面来看。一方提出
超出合同约定范围的要求，必须要在另一方能够
履行的能力范围之内。即合同一方向另一方所提
出的合同外义务要求，必须具有合理性及可履行
性，否则可不支持该要求。双方当事人应当以诚
实信用的态度，确实保障合同能够得以履行，而不
是消极地甚至故意制造履行障碍。本案中，黄某
所提出的让甲某提供房产证的要求，应属于合理
要求，且甲某也并非无法满足，甲某应当履行配合
协助的义务。

最后，从解除租赁合同的条件来看。本案中黄
某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因交
付的房屋无法使用或者严重影响经营的，承租人有

权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因出租人的行为导致合同解
除，承租人要求出租人赔偿因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
以及合理期间内的经营损失（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作为承租人的黄某
有理由相信出租人甲某的房屋具有产权证，甲某却
以合同未约定为由不理睬黄某的合理要求，导致严
重影响黄某的经营，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成就，黄某
主张赔偿损失亦具有法律依据。

（刘云成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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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随笔律师随笔

人们常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却
在几近不惑之年，选择做了律师。中间有
偶然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必然。行走在律
师的路上，便对律师这一职业有了更深的
认识和理解。

律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律师
的入行门槛不高，只要拿到司法资格考试
合格证这张门票，一般就能顺利地穿上律
师袍。但是，入行容易执业难。想要独立
执业，一般是要有二至三年的磨炼的。若
想要做一个业务精通、技能精湛的专业律
师，没有十年八年的锤炼，也是成就不了

的。
律师是一个社会职业者，没有国家的

经费保障。律师入行之初，首先要解决的
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当生存问题解决之
后，就要考虑专业方向选择了。如若一生
中糊里糊涂地没有专业方向，不但适应不
了社会的发展、当事人的需求，也终究是成
不了大业的。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越来
越需要律师向专业化、专家型方向发展。

律师的敬业和专业尤其重要。有些刚
入行不久的年轻律师，认为诸如婚姻家庭
纠纷之类的案子简单，法律关系单一，是不

需要下太大功夫的。而我见过的专做婚姻
家庭案子的律师，他们之于法律的精通，简
直堪称专家。大到婚姻法制定、修订、解释
的出台背景、立法意义，国外一些婚姻立法
的现状，小到对婚姻法律法规每一条款的
理解、理论界的争议观点、实践中出现的问
题，都了如指掌。这样的律师办理婚姻家
庭案件，可谓游刃有余，也更能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利益。而对那些浅尝辄止、不深入
研究的律师来讲，即使一件貌似简单的案
子，要想办好、办精，也是做不到的。

（曹伟 律师）

我的律师之道

黄先生来电：
我与出租人

甲某签订了一份
门 面 房 租 赁 合
同，并花了 10 多
万 元 进 行 了 装
潢。后因甲某不
能提供承租房屋
的房产证，工商
管理部门不予核
发营业执照。而
甲某则以双方合
同并无约定要提
供房产证为由拒
不提供。我只好
向法院起诉，要
求与甲某解除门
面房租赁合同，
并要求赔偿装潢
损失。请问，我
是否可以解除合
同 主 张 赔 偿 损
失？

房屋出租却不提供房产证

专长律师（民商法方向）

章 燕律师13522122743
郭晓果律师13949855597
闫学生律师13503776749
王少威律师13781764095
秦新宪律师13937787723
杨 晓律师13782054269

法律援助律师团

河南永兴律师事务所
河南永兴律师事务所业务领域宽广，

服务涉及金融、保险、房地产、电信、交通、
建筑、电力等各行业，在公司并购重组、税
收、证券、破产事务等方面有一定建树。
该所律师在执业中严格恪守职业道德、执
业纪律，以“敬业、遵法、重人”为准则，以

“客户利益至上”为宗旨，以“专业、专注、
睿智、通达”的执业理念，全面维护委托人
的合法权益。该所曾多次参与法律援助
活动。 电话：0398-2595300

律师库

网络人气排行

肖章华律师13970793897
范 磊律师13673372702
吴新生律师13673627001
李金峰律师13783647807
吴 勇律师15223383981
杨 鹏律师13803710271
李 超律师18503876215
肖 强律师13783603627

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首
席
律
师

电话：13503719628

河南力天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
公司法业务、刑事
辩护、房地产纠纷
等法律事务。

肖泽领

电话：13938570248

河南新动力律师
事务所专职律师。擅
长医疗纠纷、婚姻继
承纠纷、刑事辩护和
企业法律顾问业务。

朱广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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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通 告
王平和：

因公司通过多种方式与
你联系无果，现请你自本通告
刊登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人
事部报到上班，逾期不到，公司
将按照《劳动合同法》依法与你
解除劳动关系。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鹤壁无线电四厂

●冯路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K410704167丢失，声明作废。
●杨岚舒《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M411883117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中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110106
003103691，声明作废。
●郑州策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国税通用机打发票联丢失，发票
号码：28330164，发票代码：14
1001320043，税号：41010556
2491438，声明作废。

专业清债
各种债务15515553603成付

15515555574
闪电清债

15638181100

合法★清债
专业团队 全国追收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全国合法清债
诚信快捷专业
现金收购欠条
婚查取证

86076867
（保密）

13015500011

婚查取证 债务追讨 定位找人
专业诚信 合法高效 保密和谐

调查★维权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48
元

额度高，下卡快，无任何前期费用
办信用卡
18848828515

0371-87508123
专业清账 快速找人
合法快速

400-688-7569

★要账★
全国清债 收购债权 无前期费用

赖账
星克 阳痿早泄克星

13623826182
网址HTTP://EDKexing.com/

阳痿早泄是垂体内分泌机能
低下、失调和性神经衰弱所
致。河南中医名医堂针灸男
科绝招治本十天内从根本上
治好阳痿早泄。华夏一绝。
可签协议，不愈双倍退款。

郑州城东路东里路交叉口即到

注销公告
●郑州市安普建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
郑州市安普建材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052114658）郑州
市安普建材有限公司已成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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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招 商

全国通用 全国联网 可查可验
轻松拿驾照

手机：13647095138 QQ：36364989

招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