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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将社保钱发给个
人吗？

网友“DQLXY”：我公司几位新员
工想放弃社保，希望公司将社保钱发
给他们个人。请问，若公司准许的话，
有法律效力吗？

答：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社会
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
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
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
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
金。所以即便是你公司员工自愿放弃
社保，你公司也要按时缴纳，以免日后
承担法律后果。 （记者吕曈）

工资可以用商品折抵吗？

网友“双子木”：我在一家超市打
工，月底发工资时超市总是把即将过
期或者过季的物品折抵部分工资。请
问，这样做是否违法？

答：我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应
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
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
工资。工资是劳动者的报酬，劳动者
的这项权利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工资
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支
付。所以超市只能用人民币进行工
资支付，用商品折抵工资是违法行
为。你可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或向法院起诉维权。

（记者吕曈）

据《重庆商报》报道，7 月 2 日在重庆
南岸区某小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约 10
岁的男孩或因和同学打赌，看能否从客厅
外面翻护栏到卧室里，结果不幸从 24 楼
坠下身亡，目前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中。

经该小区物业证实，坠楼的男孩姓
吴，10 岁左右。事发时男孩父母在外务
工，男孩和同学在家里玩，而阿姨和姐姐
在午睡。物业工作人员说，他们接到居民
电话后赶到现场，从坠楼男孩同学的口中
得知，似乎是男孩与同学打赌能否从客厅
外面翻护栏到卧室里，结果不幸坠楼。

打赌可谓是男女老少通用的和朋友
常玩的一种游戏方式，可有时因一个一时
兴起的赌约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件比比
皆是。比如，一男子和朋友打赌谁是“烟
神”，结果半小时抽了 5 盒烟直接猝死；男
子和朋友打赌，声称能够用牙齿咬住这条
活蹦乱跳的舌头鱼。结果鱼刚被放在唇
间，就挣开钻进了男子的喉咙进到气管里
致男子窒息而死……

看到这些消息，不禁让人心头一颤，
试问，朋友之间何时能做到理性打赌，以
及打赌前，又有谁想到并明白因打赌可能
引发悲剧的法律责任问题呢？下面，就来
看看律师对未成年人之间和成年人之间
打赌后果的法律分析。

➡打赌双方的家长都应担责

河南班固律师事务所律师居守福认
为，就本案而言，如果确是因为两个小孩打
赌造成坠亡，在刑事责任方面，若男孩同学
不满 14 周岁，则无刑事责任能力，排除刑
事责任的可能性。在民事责任方面，同学

之间相互打赌做危险动作，导致一方受伤，
应构成侵权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
侵权责任。本案中，该男孩同学属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他
的侵权行为，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
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
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
责任。本案中，坠亡男孩虽是限制民事能
力行为人，10 岁左右也应对高空翻越护栏
的危险性应该有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但在打赌或者冒险之下仍主动为之，其责
任更大一些，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阿姨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男孩父母不在家，作为家中的唯一家
长，其阿姨对该事件的发生有无责任？

居守福认为，坠楼男孩的阿姨也应承
担赔偿责任。作为坠楼男孩的阿姨，有看
管好小孩、保护其不受外部侵害的义务。
本案中，事发时男孩阿姨正在睡觉，放任
小孩玩耍，甚至做高空危险行为，没有尽
到法定看管义务，应对男孩的坠楼承担赔
偿责任。

➡成年人打赌致死或涉嫌
过失致人死亡罪

对于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可免刑

事责任，但若此事发生在成年人之间呢？
居守福认为，此事对于成年人则涉

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
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
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
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作为
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及刑
事责任能力，相约打赌做高空危险行为，
应当预见打赌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
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于
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即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罪。

男孩因打赌失足坠亡

那些赌约背后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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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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也能挣大钱

原阳县工艺品厂 电话：13213079939
郑州黄河大桥桥北原阳路口大张庄村。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
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
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丰
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
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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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我厂常年发放纯手工活诚招各地代理加工，
免费提供原料承担运费税收，无需厂房工具
简单易学男女都可以。预付加工费80％负
责人工资4000元签订法律合同当日发货。

手工活代理加工

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13072674468

急招集装箱船员80名，跟单员，55岁以下，体
健，年薪丰厚，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
险，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 025-58769396

南京船舶直聘

招 聘

新型玩具，手工组装，开发智力，其乐
无穷，新品上市，畅销不衰。免费供应
原料设备，录担运输和税收；每个加工
费2.6元，每人日获利130元，现金结
算。签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
5000个退回）；组织加工每月可得管
理费1-3万元，并预付加工费60％。

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楼玩具科技
洛阳站坐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

联办儿童玩具厂

地
址

●河南驰尚科教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16

26000027181，声明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煌嘉足浴馆遗失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空白

发票，代码:241001510160，号

码：12872100，声明作废。

●洛阳市公安局杜信涛(警号

024542)、贾晓军(警号115081)

警官证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丰达耐材有限公司不

慎将公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耿留平郑房权字第02010155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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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位于郑州市南阳路285号

的大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地址变更为：郑州市高新区沟

赵办事处铁魏路与白松路交叉

口路南。特此声明。

●郑州航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21377002，开户行：

中国银行郑州经四路支行，账

号：250710613501声明作废。

●2014年9月9日出生的王翊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09475，声明作废。

●2012年4月3日出生的晋浩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79593，声明作废。

●2013年7月6日出生的越皓

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67721，声明作废。

●商丘市鼎夏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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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皇朝家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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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华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307100008749）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夏邑县歧河乡好又多购物中心，

注册号411426615369898，负责

人：常洪初，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新安县福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41032300000

616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410

323566483347）、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566483347）、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933000309202）、

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G10410

323000309200）遗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净源室内空气污染治理中

心营业执照1正2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329000018677，声明作废。

●舞钢市朱兰来熙舍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481608062309，声明作废。

●贾永英位于尉氏县滨河西路

北段的房产证遗失，证号：

30016380，声明作废。

●淅川县金阳光家庭农场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914

11326326874998C，声明作废。

●淅川县丰飞粮食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934

11326088781728R，声明作废。

●鹿邑县安营种植专业合作社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1628088766632，声明作废。

●鹿邑县兴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证号：

411628099530254，声明作废。

●宋列峰营业执照正副本（4116

28611023461）遗失，声明作废。

●商丘托普彩砖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清夫园专卖店赵

国锋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证号：

410106600147041，声明作废。

●濮阳市九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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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清诚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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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旭刚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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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豫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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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源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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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农禾种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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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王智勇 电话：13703439383

●新蔡县雄峰牧业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失，代码

号：05878520-X，声明作废。

●北京万里伟业鄢陵分公司车号

为豫K1762挂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024001931，声明作废。

●秦梓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716950，声明作废。

●张圆圆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909124068，声明作废。

●豆忠伟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1

62319790620121X，声明作废。

●张性文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5211272115，声明作废。

●陈梅英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319521006006542，声明作废。

●师国军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503104091，声明作废。

●李新军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001137753，声明作废。

●信阳莘潮家居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1502395749541,声明作废。

●张晓利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20071203010444，声明作废。

●周振伟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650504003644，声明作废。

●王路瑶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20021122164442，声明作废。

●杨庆民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19630424417636，声明作废。

●偃师市李村镇鑫磊金属制造厂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410321630927651，声明作废。

●商丘市鼎夏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39236，声明作废。

●虞城县圣标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NA000327X，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