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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故意杀人罪，能被假释吗？
孟某多年前杀了一个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15年。现在，孟某已经服刑8年，认真改
造、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请问，孟某现在能被假
释吗？

答：不能。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孟
某因故意杀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不能被假释。

高中生被刑事拘留，学校能开除其学
籍吗？

两名高一年级的学生因盗窃一辆摩托车被刑事
拘留，学校作出了开除这两名学生学籍的处分决定。
请问，学校这样做合法吗？

答：不合法。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
四条的规定，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
生，在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以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本案中，法院尚未作出判决，还不能认定两名学生是
有罪的，学校不能以此为由开除其学籍。

如何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
我亲戚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

5年。请问，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一共是多久？
答：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附加剥夺政

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
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适用于主刑执行
期间。所以，你亲戚在被执行5年有期徒刑期间也是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5年主刑执行完之后，还需要继
续执行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他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时间一共是10年。

申请信用贷款是时下受欢迎的一
种消费方式。但是，征信记录不良会导
致申请贷款时被拒之门外。那么，哪些
行为会导致征信记录不良？

“连三累六”
“连三累六”是指贷款人两年内连

续三个月或者累计六次逾期还款。达
到这个标准就会被银行纳入不良征信
名单，这个名单将会跟随你3至7年，这
段时间内申请贷款都会受影响，银行可
能会提高放贷利率、减小放贷金额甚至
是直接拒绝贷款申请。

“连三累六”主要针对个人贷款，信
用卡逾期一般不算在内。其中，“连三”
比“累六”的性质更恶劣，银行会将这类
人员列入危险名单，再次申请贷款成功
的概率很小。

呆账
呆账是指已过偿付期限，经催讨不

能收回，长期处于呆滞状态，有可能成
为坏账的应收款项。呆账大多出现在
信用卡账户上，信用卡长期不用时，债
务与结余都会成为呆账。一般银行看
到“呆账”两字，就会直接将申请打回。

频繁查询征信报告
短期时间内有多家贷款机构查询

你的征信记录，银行会判定你最近急需
用钱，对你是否能按时

还款产生怀疑，进而拒绝信贷申请。

拖欠水、电、气、物业费
有的人欠水费、欠电费、欠气费、欠

物业费……只要是能欠的生活缴费都
在拖欠，且在居委会上门催收时不开
门。以后这些都可能会被纳入征信记
录的考察范围。

“睡眠”卡未处理
只要申请了信用卡，不管申请人开

户与否，都会出现在个人征信系统中，
之后想再次申请该行的信用卡会受到
一定影响。某些特定的信用卡无论开
户与否都会产生年费，如果疏忽了这一
点，就可能产生不良记录。

欠缴保险费用
保险缴费逾期，超过三个月仍未补

上，除了造成保单效力中止，还可能会
被保险公司提交记录。此外，社保及公
积金缴存记录也是评定个人征信的重
要数据。

为他人担保贷款
有的人为他人担保贷款，但是被担

保人没钱还款跑路了，如果担保人没有
承担担保责任，就会在征信记录上留下
污点。

利率上调，月供未变
贷款利率上调后，所贷款项未偿还

部分利率也会随之调整，

仍按原金额支付月供，就会产生欠息逾
期。

个人信息被冒用
如果你的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

做违法之事，不良记录就会记录在你头
上。因此，在查询征信记录有问题时，一
定要找银行核实情况，避免出现漏洞。

其他事项
公交、地铁逃票。深圳市、江苏省

南京市等地的最新交通条例里规定，一
年内被查实有 3次以上逃票行为，将录
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不文明旅游。日前，国家旅游局表
示，将分级建立游客旅游不文明档案，
航空公司、旅行社、旅游饭店等联动，形
成游客旅游不文明信息通报、追责机
制，未来还将与征信平台对接。游客不
良信息保存期限为一至两年，期限自信
息核实之日起计算。如果游客的不文
明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必要时会向
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
机构通报，这将会影响游客再次旅游，
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出境、银行信贷等。

学历、学籍造假。在实名验证的网
站上登记造假的学历学籍信息，求职时
使用造假的学历、职业资格证书、考级
证书，论文专著被查出抄袭，考试时被
查出违纪等，这些行为都会影响个人的
征信记录。

违规销售行为。开店卖货却从不
发货，或是开店只卖盗版货，都可能影
响征信记录。 （法务之家）

这些行为会影响征信记录

●南阳市绿葆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326MA3XDRF884声明作废。
●洛阳富林山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410327000011545）营业执照
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公章、财务专
用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固始县益生堂大药房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525
MA3X6AJM3C，声明作废。
●汝阳县红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36000429601，声明作废。
●洛阳市李学武牡丹瓷文化艺
术苑，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高广厚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3219510315291411，声明作废。

●信阳市郑坡石山矿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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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楚天建机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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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德普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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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昌平织造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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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房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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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郸城县大宇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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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华威物资有限公司（410
603000007456）经股东会决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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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现发布公告，望所有债权人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
权。联系人：康中艳15738710727
●洛阳凡丁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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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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大晟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104
21MA3X54CH6T）经成员大会
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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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作社申报债权。
●安阳市鑫源保泰盈实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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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赢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现发布公告，望所有债权人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
权。联系人：张颖慧15738710727

●新蔡县腾达电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29317
627434B）经出资人决定拟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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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海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代码:4117290000
10331）经出资人决定拟向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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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乔凡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市李学武牡丹瓷文化艺
术苑经投资人决定，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本单位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兰考县恒发面粉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7年5月18日决议解散公
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宝丰县鑫锐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42100001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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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高丰植物保护农民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1032732685328L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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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债务，特此公告。
●开封县振松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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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郑州万业建筑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
103000014557），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10103697324311），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697
324311），以上证件遗失，声明作废。
●宝丰县军营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宝丰豫丰村镇银行开立的一
般存款账户的预留印鉴卡片丢
失，声明作废。
●宝丰县锦卷钰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421MA3X51A224）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县恒旺汽配行（4110231
9780417054401）通用定额（50）
发票存根不慎遗失，发票号：
41800751至41800800，发票代
码141001050062，特此声明。
●杨友才，西北政法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法学专业，毕业证不慎丢失，
证书编号2005I004，声明作废。
● 张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K410703974丢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海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
729000010331）、税务登记证正
本（豫国税新蔡412828594882
21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莉霞布艺家居饰品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225618169277声明作废。

●兰考县征诚兰逸轩工艺品厂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225618059146，声明作废。
●徐征，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0225618076465声明作废。
●河南凯喜雅商贸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4910031815201，
账号：76060154700009591，开
户行：浦发银行郑州红专路支行、机
构信用代码证、证号：G1041010
5031815201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利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410108000014853（4—
10）（10—10）、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70678978—7）、税务登记
证副本410108706789787（5—
2）（5—5）遗失，声明作废。
●2016年3月24日出生的武浩
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709910，声明作废。
●2010年7月11日出生的张雅
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120997，声明作废。
●商丘市鑫海海通置业有限公司
（税号41142205229520X）发票
领购簿（274676）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新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1727000006444，声明作废。
●2006年10月20日出生的张
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0937191，声明作废。
●2006年6月18日出生的郭佳
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0453，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10日出生的陈
宣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17332，声明作废。

●2016年6月20日出生的温凌
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697378，声明作废。
●2014年2月12日出生的高森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41056，声明作废。
●杨海荣豫LL6825，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不慎丢失，证号：
411102021927，声明作废。
●翟晓龙残疾证遗失，证号：410
22420020806165X32声明作废。
●刘强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1
119711126701444，声明作废。
●陈志威税务登记证（4123231
9771020283X）遗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旭大木材销售中心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613143038，声明作废。
●鹤壁市华威物资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603000007456，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清亮诚信石膏线门
市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98418，声明作废。
●赵峰位于尉氏县永兴镇东黎
岗村的房产证遗失，证号：
C3000282，声明作废。
●厦门博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商丘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40
0MA3X9R8Y47）遗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聚鑫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
122NA000564X，声明作废。
●武陟县利河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4108230000242
48）、税务登记证（41082307137
9150）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