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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服务

结婚时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
病，婚后治愈了，婚姻有效吗？

和妻子结婚后不久我便查出患有抑郁性精神病，
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病，但此后我积极配合治
疗，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请问，我们的婚姻有效吗？

答：根据《婚姻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婚前患有
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可以
主张婚姻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
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
宣告婚姻无效，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你的婚姻有效。

朋友委托我的事我没时间处理，我可
以把这件事委托给其他人吗？

朋友最近委托我一件事，可是我工作繁忙，无法亲自
处理。请问，我能自行决定把这件事委托给其他人吗？

答：代理人一般要亲自完成委托事项。但是，根据
法律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代理人可以将委托事项
转委托他人：在事先征得被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委托
代理人可以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他人进行代
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代理人
可以在未取得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代理事务转委
托他人处理。

电动玩具造成孩子受伤，谁来承担
责任？

我最近给孩子买了一个电动玩具，由于玩具质量
有问题，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受伤。请问，我该找谁承担
责任？

答：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
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
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
在赔偿损失后要求运输者、仓储者赔偿损失。

近期，不良高利贷业务延伸到校
园后，引发不少纠纷。海南省儋州市
大学生李某，通过校园贷借了2万元，4
个月“滚”成 13万元，令家庭生活陷入
困境。一些校园贷业务员采取拉人头
的方式，靠学生之间互相介绍，给予提
成或者减免利息，让高利贷在校园蔓
延。

此外，校园贷小卡片也充斥校园，
“最快三分钟审核，隔天放款”“只需学
生证即可办理”“无息无担保”等广告
词到处可见。有部分需要资金的学生
掉进高利贷套路里，如诱惑借款、“砍
头息”、介绍门路平账等。高息校园贷
是否受法律保护？借了高息校园贷还
不起怎么办？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律
师冉令涛对高息校园贷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作出了解答。

年息高于 24%的部
分不受法律保护

现实中，一些人借校园贷之名，
行高利贷之实。校园贷是否都属于
高利贷？法律对高利贷是怎样规定
的呢？

冉令涛表示，校园贷是否属于高
利贷，要看具体约定了多少利息。高
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话，可以认定
为高利贷。如果年利息高出 24%，高
出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但是，一些校园贷属于高利贷，并
不意味着债务人可以不还款。校园贷
只要是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
订的，且年利息不高于 24%，就是合法
的。如果年利息约定高于 24%，高出
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不需要偿
还。如果债权人以诱惑借款、“砍头

息”、介绍门路去平账等方式引诱债务
人贷款，合同可能无效。如果合同无
效，债务人只要返还本金即可。

如果大学生因手头紧，借了高息
校园贷还不起怎么办？

冉令涛说，如果利息没有高于
24%，债务人可尽量与债权人协商，先
把利息停下来。如果年利息高于
24%，债务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把利
息降低到 24%以内。如果借款人以诱
惑借款、“砍头息”、介绍门路去平账的
方式使债务人贷款，债务人可以请求
确认合同无效或可撤销。

使用非法手段催债
或构成犯罪

到了还款日，债务人还不上钱，放
高利贷者采用一些方式催债，如在债
务人房前堵着，算不算非法拘禁？如
果放高利贷者使用暴力手段催债，会
受什么处罚？

冉令涛说，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
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如果只是
在房前堵着，不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
一般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放高利贷者如果使用非法手段暴
力催债，后果较轻的，可能受到治安处
罚，后果严重的，可能构成故意伤害
罪、非法拘禁罪等，受到刑事处罚。

如果遇到他人暴力催债，受害人
应第一时间向警方求助，避免人身伤
害和财产损失。

此外，还有一些放高利贷者收不
到还款，在网上曝光债务人个人信息，
此类行为可能侵犯公民名誉权。如果
贷款手续合法，债权人应当向法院起
诉，由法院判决确认债权后，申请强制
执行。

大学生应当增强法律意识，面对
贷款诱惑，一定要理性，量力而行，以
免给自己的经济、学业增加负担。

（法律快车）

高息校园贷
还不起可以不还吗？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

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发布

的（2016）豫1202民初3887号

公告中“雷阳”应更正为“雷杨”，

特此更正。

2017年4月21日

更正公告

●安阳茂源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1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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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电话：13849245457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项城市袁油农机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411681NA000472X）

经成员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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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单位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项城市锦民建筑维修工程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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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宏伟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

32119650411101443声明作废。

●民权县城关镇金兴发餐饮部

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412

323196711206037，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江湖冒菜馆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93603053185，声明作废。

●冯竹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13

2719831008421242声明作废。

●赵兰兰残疾证遗失，证号410

92219870823622161声明作废。

●河南达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祥符区杜良乡忠信加油站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200份，发票

代码：4100162320，发票号241

30101-24130300声明作废。

●商丘市惠丰建材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66467790-3）、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智慧城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411502000037

753)、行政公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志诚农产品购销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122NA000210X，声明作废。

●林州市利发建筑工程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路玉吉个人手章、

郝长江个人手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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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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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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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大灵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发票代码：141001620076，
发票号码：01518964 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一中印刷厂不慎将新
密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户许
可证遗失，账号：30563910054
012，核准号：J49100101319
01，声明作废。
●南阳豫西协和医院遗失职业健
康检查资质证书副本，证号：豫卫
职健字（2013）第06号，声明作废。
●河南汉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410105098117986，声明作废。
●郑州辰之光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法人章、合同章、公章（410103
003941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三乡镇卫东家具店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
327600184484（1-1），声明作废。
●姜宏强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
38119830124309862声明作废。

中药治疗 不复发
15890825399

糖
尿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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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皮肤顽癣
13373937377

168
元

气管炎 中药治疗不复发
咨询电话15893177818

●尉氏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公 告

孙培豪同志：你于2017年1
月6日至今未到单位上班，也未
履行任何请假手续，单位通知多
次无果，已连续旷工超过30天。
根据上级相关规定，经局党组研
究，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自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可向当
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逾
期未申请，视为放弃此项权力，以
后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单位无关。

2017年4月21日
●胡红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3022354声明作废。
● 2014年7月20日出生的何
欣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55051，声明作废。
● 2017年3月29日出生的司
鹏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61714，声明作废。
●项城市锦民建筑维修工程有限
公司（注册号411681000006875）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个体户赵志伟营业执照正、
副本不慎遗失，注册号：411
082600959968，声明作废。
●宜阳县张午乡保洁日化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410327600137764，声明作废。
● 2009年8月25日出生的张
楚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是
J411122247，声明作废。

●新蔡县泰和养殖场经投资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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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智慧城市信息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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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河南虞城县供电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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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中太建设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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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常来纺织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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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隆盛广播电视网络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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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爱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

411729684621835P声明作废。

●王小歌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225618033074声明作废。

●快递业务分支机构名录（名称：郑

州快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驻马店市

泌阳县营业部）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