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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没到期，不想租了，能
把押金要回来吗？

网友“alone昊昊”：我以每月 1500
元的价格租了间房，并交给房东4500元
押金，租期 1 年。我现在找到更适合的
房子了，但原来的租房合同还有两个月
到期。我现在不想租了，我的押金能要
回来吗？

答：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
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
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你的房子并
未到期，但是您想解除租房合同，这种行
为属于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建议你和房东商议，在减少房东损
失的情况下，请求对方退还押金。

（记者 吕曈）

想加盟文具店，厂家出尔
反尔，我该怎么办？

网友“木城大眼猫”：我想加盟一家
文具店，当时厂家承诺得很好，说只要加
盟，进价都按标价的 2 折算。在厂家的
催促下，我与其签订了加盟合同。但到
了发货时，价格竟是原价的6折，厂家称
需一次进货20万元以上才可享受2折。
我觉得受骗了，怎么办？

答：如果你有证据证明厂家当时承
诺的是2折，没有附任何条件，则你有权
要求厂家按照当时的承诺履行合同；如
果厂家在订立合同时故意隐瞒情况误导
你，你可以订立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为
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
同，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记者 吕曈）

8岁孩子在学校打闹受伤，
学校要负责吗？

网友“阳春暮光”：我的孩子8岁，在
学校与同学打闹时受伤，对方家长态度
不好，我能要求学校承担责任吗？

答：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
受害者是无行为能力人，学校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除非学校能提供证据证明其
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8 岁的孩子属
于无行为能力人，学校如果不能够证明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 （记者 吕曈）

□ 记者 尚迪

律师观察

11 月 28 日，《扬子晚报》上一则名为
《“黑诊所”半年违法打胎 100 多例 为骗
孕妇做手术，查到男婴说成女婴》的新闻
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据报道，今年 6 月，江苏省南京市秦
淮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联合警方突查了
当地一家做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流产手
术的私人诊所。经查，这家“黑诊所”的
工作人员在没有合法手续、资质的情况
下，营业半年，违法进行了 100 多例人流
手术，非法获利 40 多万元。为赚取手术
费，当事人甚至谎报 B 超检查结果，将男
胎说成女胎，以欺骗孕妇及其家人下决
心打胎。

该新闻被各家官方微博、“大 V”转
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谴责“黑诊
所”之余，网友们不约而同地将火力集中
在了打胎的孕妇及其家人身上。不少人
表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都不是什
么好东西”，“因为重男轻女而打胎，这样
的家庭太悲哀”。“活该”、“报应”、“自作
自受”等一系列偏激的词语也频繁出现
在评论中。

除了受到道德谴责外，非法做胎儿
性别鉴定、打胎手术的“黑诊所”，重男轻
女的孕妇及其家人在法律上又将面临怎
样的后果？

“黑诊所”人员涉嫌非法进
行节育手术罪

据报道，本案主要涉案人员有诊所
老板严某、医生张某和助产士桂某。严
某承包了秦淮区某社区医院的妇产科，
每 月 支 付 给 该 社 区 医 院 2 万 元“ 管 理
费”。按照双方协议，这个妇产科可以做
怀孕 10 周以内的流产手术。医生张某
虽有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但证书早在
2010 年就过期了；助产士桂某没有相关
执业资格证书。这家诊所备有便携式 B
超机等设备，主要从事鉴定胎儿性别、人
工流产等业务。

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宇表
示，我国法律严禁利用超声技术

和 其

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
工终止妊娠。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的规定，有上述行为的，由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证
书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而本案中，“黑诊所”的医生、助产士
在没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为他人做流产
手术，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根据《刑
法》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取得
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
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
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法律上没有“男胎损失费”
从网友的关注点来看，本案引起争

议的地方不在于“黑诊所”鉴定胎儿性别
和做流产手术，而是诊所人员为骗取手
术费，故意把男胎说成女胎，从而引诱他

人 流 产 。 在 这 一 点

上，双方的行为都令人发指。
张庆宇说，谎报胎儿性别是诊所采

取的手段，骗人做终止妊娠手术才是其
最终目的，这在刑法学上属于结果和目
的牵连的牵连犯。对诊所人员应按非
法行医罪或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追究
责任，谎报胎儿性别的行为不单独处
罚。

本案中，那些被骗打掉男胎的孕妇
及其家人知道真相后反应如何，我们不
得而知。在此之前，其他地方也曾有过
性别鉴定出错，孕妇误打男胎的事件发
生，“受害”的家人无一不是怒发冲冠、
悲恸欲绝，要找做鉴定的人“讨说法”。
那么，诊所要为他们打掉男胎的行为负
责吗？

张庆宇表示，如果以打掉的是男胎
这一理由要求额外的赔偿，法律难以支
持。因为是否打胎的决定权在孕妇及
其家人，诊所人员已经因进行胎儿性别
鉴定和流产手术受到了法律处罚，其刑
事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与胎儿
性别无关。即使没有打胎，胎儿是否能
顺利出生也存在不确定性，赔偿责任难
以确定。本案中，受害人可以要求诊所
返还打胎过程中收取的不合理费用，如
孕妇身体遭受伤害，可以要求相应的赔
偿。

被误导的父母能索赔吗
黑诊所违法打胎

●汝阳县兴达摩托销售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326120000856）
经全体股东同意，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请未接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豫环煤焦油储运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缴款人杨兰于2015年7月14
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 5086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
32038655的《河南省行政事业
性收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
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县碧海云天温泉宾馆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证号：
410224083486172，声明作废。
●邢宾建，建筑装饰专业，造价员证
书丢失，证书号豫120A27930J，发
证日期2012年8月15日，特此声明。
●河南省中昊科工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9
2000051806（1-1），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证号：56983172
-2，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10105569831722，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910021275301，
编号：4910-01094852，以上证
件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李少兵道路货运从业资格证
丢失，证号：41130100202070
03471，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广告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规格1×3.8cm/ 2×3.8cm/ 3×3.8cm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做声明公告免费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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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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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商

创办家庭玩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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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每人日获利130元左右，签合
同，交合作费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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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黄河路地久科技大厦室409室
玩具厂（洛阳站坐2路到黄河路下车）

13838889652（马工）0379一64873096

声明公告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医 疗

●冯金玉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9
2219680320001844，声明作废。
●宝丰县兴宝路张英英五金电
料劳保日杂店税务登记证副本
丢失，税号：41042119700905
5529，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凤豪门业经销处发
票丢失，票号：51561970，声明作废。
●胡长群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5906054616，声明作废。
●刘民道路货运从业资格证丢
失，证号：4129021978011217
37，声明作废。
●张瑞静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809195054，声明作废。
●2015年7月23日出生的闫
一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99078.，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小企业协会，将河南
省社会团体会费专用票据一份
遗失，票据代码：豫财410301，
票据批次：OA【2014】，号码：
0036307，声明作废！郑州市中
小企业协会
●临颍县志昂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
122NA000747X，声明作废。

●河南千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225000044633，声明作废。
●新蔡县亚美柯新型墙体材料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41172900
001347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08951952-9）遗失，声明作废。
●王玉霞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619811228424441，声明作废。

洛宁县民政局公告
●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下列社会组
织已在我局依法办理了登记手
续，现予以公告。
1.洛宁县扶贫资金互助会
登记证号:075 法人:张成军

2.洛宁县足球协会
登记证号:076 法人:张翼鹏

3.洛宁县健身气功协会
登记证号:077 法人:张若羽

4.洛宁县体育总会
登记证号:078 法人:赵朝亚

5.洛宁县创新职业培训学校
登记证号:060006法人:李少峰

●河南省昊中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
4QX561(1-1)声明作废。

●河南亿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4114
18399444606，声明作废。
●洛阳巨丰奶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4103311000912）、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柴菊英位于获嘉县城关镇名
门世家的房产证遗失，证号：201
101248，声明作废。
●宜阳县寻村镇亚洲铝塑门窗厂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7600039246，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蔡县支行组织机构代码
证副本遗失，证号：67009753-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洛阳巨丰奶业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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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之
规定：商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诚
信铸造厂已在我局申请办理注
销登记，现予公告。
企业名称：商丘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诚信铸造厂
注册号：411491000000034
法定代表人：韩肖
企业住所：商丘市平台工业园
经营范围：铸铁生产销售
注销日期：2015-12-01
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