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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尚迪

我爸经常打我，还把我关在
家里，我该怎么办？

网友“7267414”：我爸经常打我，前几
天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两年前买的台灯放
在哪里了，他就说我是白眼狼，打我，还把
我关在房间里不让我出去，出去就要砍死
我。我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还要出去打
比赛，我该怎么办？

答：父母有管理、教育孩子的权利和
义务，但不得对孩子进行人身伤害，也不
能限制孩子人身自由。如果你父亲打你、
暴力威胁你的程度严重，你可以报警。也
可以请当地居委会或村委会的人员从中
调解，还可以向学校求助。（记者 尚迪）

有人起诉我，我收到法院传
票后可以不出庭吗？

网友“7564083”：我的一个朋友在卖
硅藻泥的公司上班，说他们公司免费做硅
藻泥样板间，我就让他们做了，去年10月
份完工。当时没有签任何协议，也没有任
何文字手续。现在那个硅藻泥公司向我
要钱，还起诉到法院，给我发传票了。我
可以不出庭吗？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
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
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
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
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
推荐的公民。你的诉讼属于经济纠纷，不
涉及身份关系，你可以自己不出庭，委托
他人代为出庭应诉。但不能直接不理会
法院传票，否则你的诉讼权利可能得不到
充分保护。 （记者 尚迪）

前男友的债主找我要钱，我
该怎么办？

网友“7568450”：我在打工时认识了
一个人，和他谈过朋友，他还借过我的钱，
我们后来分手了。现在他跑了，我才知道
他连名字都是假的。他以前向很多人借
过钱，现在他的债主都来找我要钱，我该
怎么办？

答：如果你们既没有登记结婚，对方
借钱时你也没有以借款人或担保人的身
份在借条上签过字，则他的欠款与你无
关，你可以不予理会。 （记者 尚迪）

热力公司：供暖不合格要退费
使用暖气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家里

不够热”。根据国家标准，集中供暖地区，
室内温度不应低于16℃。

《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管理办法》规
定，因供热单位原因造成用户室内温度未
达到规定标准或者约定温度的，供热单位
除及时采取措施，保证供热温度达到规定
标准或者约定温度外，还应当在上一个供
暖期结束后2个月内，按照双方确认的未达
到规定标准或者约定温度的实际天数办理
退费手续。

此外，供暖期内因建设工程、临时施工
等情况确需连续停止供热超过 24小时的，
应当至少提前 2日通知。因突发事件停止
供热的，还要向社会公告。

暖气用户：安装装置“蹭暖”
已违法

除了温暖，暖气用户还可以享受很

多其他便利，如烘衣服、热食物、使用暖气
水等。其实，这些行为不但影响室内温
度、有害身体健康，甚至有可能属于违法
行为。还有人自己不缴费，却通过一些特
殊手段蹭邻居家的热量，这种行为应受到
相应的处罚。

根据《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管理办
法》的规定，用户擅自排放、取用供热设
施内的热能（水），造成室内温度未达到
规定标准或者约定温度的，由其自行承
担责任。安装热水循环装置，从供热设
施中取用热能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供暖纠纷，谁负举证责任
热力公司和暖气用户之间因供暖产生

纠纷，同样适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
证”的一般原则。

热力公司与暖气用户依法应当签订供
用热力合同，并在合同中写明供热面积、供
热时间、供热质量、收费标准、交费时间、结

算方式、供热设施维护责任、违约责任等
事项。一旦发生争议，合同条款可以用来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在现实中，暖气用户经常会遇到证据
不足的困境。为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暖
气用户除签订合同外，还要注意保留缴费
单据。如果认为室内温度未达到规定标
准或者约定温度，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要求
热力公司测温。对测温结果有争议的，双
方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这样得到的检测结果比用户自
测温度的证明力更强，将成为用户要求退
费的重要证据。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有证据
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
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
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
主张成立。因此，即使能用于证明供热
情况的各种记录掌握在热力公司手里，
暖气用户也可以起诉，勇于维护自己的
权利。

暖气来了
带来哪些法律问题

从上周开始，不少郑州市民家中的暖气片进
入了工作状态。从2014年开始，郑州市热力总公
司就开始试行提前一周升温供暖，今年也不例
外。其中，郑东新区热电厂最先启动，升温最快，
因此东区用户最先感觉到室温上升。从11月10
日开始，全市其他区域用户家中也陆续热起来。

暖气来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一夜之间得
到提升。不过，在供暖地区，每年都会发生不少
供暖引起的纠纷。我国《合同法》《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等法律对供暖方和用暖方的权利、义务
都作出了规定，不少地区还制定了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来细化、完善相关内容。去年 10 月 1
日，《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热管理办法》正式施
行，常见的与供暖有关的纠纷，在这里都可以找
到答案。

1414 责任编辑 尚迪 校对 汤青霞

E-mail:hnfzbxmt@163.comHENAN LEGAL DAILY2016/11/16
法治服务

●滑县巨星广告照明门市部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526
602002261）和建行滑县新区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4964000573501），声明作废。
●泌阳县农家汇农业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
726NA000361X，声明作废。
●河南东铝实业有限公司及河南
省祥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你公司
于2014年9月13日，与我签订编
号为豫祥-保字2014第081801-
167号的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向
我借款人民币130万元整，至
2014年12月31日至今，未完全
归还本息，已构成违约，现我作
为债权人再次向你公告催收债
权，请看到此公告后及时向我履
行还本付息义务。债权人:裴金
剑，联系电话15890048166
●武陟县兰利养猪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
823NA000468X，声明作废。
●濮阳昌宏达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410927000112
381）、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杨欣雨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20091030004012，声明作废。
●李发强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870613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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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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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运输和税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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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办儿童玩具厂

地
址

魏老师 64873096

声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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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驻马店市百盛源餐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
3X4A3L2N)经股东决定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内乡金鑫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25000014477）经股东会
议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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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州市森竣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1326
860916E）经股东会议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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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永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安阳市高原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东铝实业有限公司及河南
省祥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你公司
于2014年9月4日，与我签订编
号为豫祥-保字2014第081801-
113号的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向
我借款人民币 50万元整，至
2014年12月4日至今，未完全
归还本息，已构成违约，现我作
为债权人再次向你公告催收债
权，请看到此公告后及时向我履
行还本付息义务。债权人:周利
强，联系电话15803807777
●河南润兴制衣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622337116762T，声明作废。
●内乡县城关镇红蜡烛童车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325615073107，声明作废。
●2012年9月19日出生的张志
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73640，声明作废。
●李保国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3
2219800729623644，声明作废。
●个体户吴文涛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注册号4110816280101
86，声明作废。
●2014年3月23日出生的王羽
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70758，声明作废。
●杨元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22593，声明作废。
●个体户樊伟立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注册号411082600938614，
声明作废。
●宝丰县城关镇胡记粥棚营业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421601237056，声明作废。

●张道立，房屋他项权证：郑房他
证字第1303075626号，声明遗失。
●临颍县瑞丰工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遗失，注册号：
4111222000240，声明作废。
●郑州和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丢失，代码：
57359811-8，声明作废。
●袁风敏遗失新乡学院毕业证书，
毕业证号：110715201606002
104，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声明作废。
●新密市安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AR剧2371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07691，声明作废。
●正阳县金泰车辆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章号411
7240008802）丢失，声明作废。
●宝丰县城关镇付氏茶叶店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4
21601196517，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庆周税务登记
证副本丢失，税号4110821986
0828301X01,声明作废。

●临颍县瑞丰工贸有限公司经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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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东铝实业有限公司及河南
省祥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你公司
于2014年9月13日，与我签订编
号为豫祥-保字2014第081801-
162号的借款/保证担保合同，向
我借款人民币130万元整，至
2014年12月31日至今，未完全
归还本息，已构成违约，现我作
为债权人再次向你公告催收债
权，请看到此公告后及时向我履
行还本付息义务。债权人:裴金
平，联系电话15238150198
●濮阳市恒耐特钢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均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城关靖华烟酒副食店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
224610107055，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四和院私房菜馆发票
丢失，票号06933897、06933855、
06933901、06933982、06940017、
06940083、06940001、06940020、
06940089、06940005、06940022、
06940093、06940007、06940034、
06940094、06940010、06940052、
06940107、06940113、06940132、
06940166、06940189、06940117、
06940142、06940169、06940198、
06940019、06940144、06940179、
06940207、06940121、06940147、
06940180、06940209、06940124、
06940149、06940186、06940216、
06940131、06940156、06940187、
06940225、06940227、06940260、
06940264、06940272、06940273、
06940283、06940289、06940296、
06940299、06940303、29368321，
声明作废。

●新蔡县荣耀物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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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兰利养猪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怡和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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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米妆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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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欧曼尼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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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瑞亿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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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曼丽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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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浩仁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6年11月15日决议解散公司，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鹤壁市皇朝金汤豆捞餐饮有限
公司（410611000004698）经股
东决定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志成酒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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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凤城恒嘉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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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