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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搞装修动静太大，物业
公司有权管吗？

我们家楼上搬来了新的邻居，最近他
们家在装修，搞得动静很大，也产生了很多
装修垃圾。我想去劝说一下，但是又碍于
情面。请问，我能让物业公司的人出面劝
说邻居注意一下吗？

答：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
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业
主在装修、使用自己的房子时，必须遵守相
关管理规定。违反管理规定，侵害小区其
他业主权益的，物业公司有权予以制止。

工作两个月约定一个月的试
用期，合法吗？

我最近找了一份工作，签订了为期两
个月的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了一个月的
试用期。请问，这种约定合法吗？我工作
时间不长，可以要求不约定试用期吗？

答：试用期属于劳动关系双方约定的
条款，并非强制要求，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
不约定试用期。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劳动合同期限在三个月以上的，可以约
定试用期。你们的劳动合同期限只有两个
月，用人单位不应和你约定试用期。

再婚时还能享受婚假吗？
我与前妻离婚后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

孩，现在正在筹备婚礼。但是，我与前妻结
婚时已经在单位享受过婚假了，如果我再
婚，能否再次享受婚假？

答：我国再婚的男女与初婚者一样，在
依法登记结婚后，夫妻关系即成立。根据
我国《婚姻法》和国家有关职工婚丧假的规
定精神，再婚者与初婚者法律地位平等，用
人单位对再婚职工应按国家规定给予同初
婚职工一样的婚假待遇。

2016 年 12 月 27 日，濮阳市台前县下发
《台前县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建设
“德美台前”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及《台前县农村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
文件，对红白事的彩礼、酒席等标准提出指导
意见。

《指导意见》提倡喜事新办，简化婚前程
序，简约订婚、结婚形式。要求进行彩礼控
制，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提倡“不要房、不
要车，自己家业自己创”的自强创业观，彩礼
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

此外，《指导意见》还规定，喜宴酒席控制
在 10桌以内，车辆总数控制在 6辆以内。文
件强调，《指导意见》的规定为当前最高标准，
各地标准高于此标准的，按照此标准执行。

《指导意见》下发后，在网上引起了网友
热议。有人拍手叫好：“收天价彩礼的不正之
风早该治治了！”也有人认为，彩礼本就是男
女两家商量着来，政府连彩礼数额、酒席规格
都要严格限制，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台前县出台指导标准：彩礼总数不得高于6万元

律师：并非强制性规定

律师观察 □ 记者 尚迪

《实施方案》和《指导意
见》是台前县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下发的，这些文件是否具
有强制性效力？如果违反了

《指导意见》里的事项，村民
们会受到处罚吗？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政伟说，《指导意见》
属于倡导性意见，并无法律强
制力。从《实施方案》的具体
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些标准主
要 依 靠 舆 论 宣 传 的 方 式 推
行。违反《指导意见》中制定
的标准并不会受到罚款、拘留
等处罚，更不涉及刑事责任。

如果村规民约引用了《指
导 意 见》，村 民 自 愿 移 风 易

俗，将《指导意见》中的标准
纳入村规民约，并在村规民约
中约定了相应的惩戒后果，违
反《指导意见》的村民就可能
承受一些不利后果。对于村
民在具体操办过程中拒不遵
守已列入本村村规民约规定
的 红 白 事 相 关 标 准 ，村“ 两
委”干部和红白理事会成员要
第一时间介入制止，也可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负面曝光和集
体不参与其红白事等方式进
行惩戒。

但是，是否将《指导意见》
纳入村规民约，属于村民自治
范畴，需要村民的心理认同和
自愿遵守，无法强制推行。

红白喜事摆宴、结婚收彩礼等都属于民间风俗，政
府难以通过文件强制改变或作出限制。但是，引导文
明的生活方式，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政府应当履行
的职责。

张政伟认为，台前县政府在《指导意见》中提出彩
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内，
车辆总数控制在6辆以内等倡议性内容，是积极响应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倡导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体
现。倡议实施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能够积极影响
村民树立文明意识，但是切实地实施需要村民的自觉
遵守。

此《指导意见》的出台，针对当前红白喜事铺张浪
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导致家庭因婚返贫，因婚借贷、
婚后还账尤其是让老人背账的陋习有极大的积极意
义。但是，彩礼等风俗由来已久，各地通常有约定俗成
的标准，对此不能一刀切，具体彩礼总数、来宾人数、宴
席数量、烟酒价格等还是根据具体家庭状况和经济条
件而有所不同，要提倡量力而行，不搞盲目攀比。

.《指导意见》并非强制性规定
政府应适当引导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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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文峰区三洋电器门市
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
国税安文字41052219700504
5237号，声明作废。
●王淑君，身份证号(37132519
8604045651)，于 2011年 1月
28日购买龙湖西苑小区1号804
房的收据丢失(票号:0201512，金
额:126511元)。特此声明。
●周口市开发区佳步楼梯经销部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S080000395102,声明作废。

●河南云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好：J4910025
687401，账号：255915580543，
开户行：中国银行红专路支行，机
构信用代码证、证号：G1041010
5025687407丢失，声明作废。
●李金鹏警官证不慎遗失，警
官证号：008337声明作废。
●滑县徐仁饺子馆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10526600853118声明作废。
●李增玉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4507094072，声明作废。
●华美彩印厂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丢失，税号4130256404263
63，声明作废。
●张桂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012311228，声明作废。
●刘烁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M411570576，声明作废。
●2015年3月22日出生的苑
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81862，声明作废。
●王名杨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1
626200511192631，声明作废。

●王铭露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M412059770，声明作废。
●申长领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302071298，声明作废。
●2013年5月8日出生的李羿
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079548，声明作废。
●刘延海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60916657X，声明作废。
●舞阳县广达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行政章（编号41112100084
45）、财务专用章（编号411121
0008446）、合同专用章（编号
4111210008447）丢失，声明作废。
●陶新义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003064551，声明作废。
●张华萍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112160782，声明作废。
●柳运华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301186135，声明作废。
●吕国伟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201293536，声明作废。
●2016年 1月 14日出生的曹
田倚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P411764811，声明作废。

●河南省亿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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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众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
MA3X45M326）经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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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娄氏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729000026186）研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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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勋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607084153，声明作废。
●范艳群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804105768，声明作废。
●郭良真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4202180711，声明作废。
●齐东明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209151277，声明作废。
●2016年7月23日出生的徐
浩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699117，声明作废。
●徐伟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306201699，声明作废。
●范才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4609140738，声明作废。
●新时代陶瓷城税务登记证正
本丢失，税号4115241986102
72022，声明作废。
●范有松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3219680610233643，声明作废。
●安齐省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3219620920181142，声明作废。
●王焱位于杞县北关大街中段西
二巷2号的土地证遗失，证号：杞
国用（2013）241号，声明作废。

●信阳一航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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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尚宜怀药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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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谭庄水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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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香鹿山镇欧派橱柜专卖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327600144028，声明作废。

●泌阳县泌源农林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34

117260713638454，声明作废。

●泌阳县乐耕农机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34

11726395868970D，声明作废。

●杞县久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

码：09916471-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