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大家都被九寨沟、新疆地震的消息
刷屏。你是否知道，地震发生之后，哪些法律问
题值得关注？

1.地震发生后，政府要对哪些信
息及时公开？

由于地震涉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政府应当主动地通过政府公报、政府
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
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地震信息。另外，各级政
府对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
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也应当及时公开。

2.散布地震谣言应承担什么法
律责任？

在地震发生后，有人通过各种形式散布有
关谣言，如声称某地某时要发生多少级的地震，
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给社会公众产生恐慌情绪，
影响了社会安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
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3.哪些单位接受募捐才是合法
的，如何避免被骗？

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以及社会各界将会
为灾区捐款，各种形式的募捐方式频出。需要
提醒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规定，
个人不能发起公开募捐。因此，我们在积极向
灾区募捐时，最好直接向合法的募捐团体，如民
政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国家机
关和合法公益性团体募捐，避免将原本善意的
私募变成令人怀疑的骗局。

4.未经员工同意，单位从工资中
扣款用于捐赠灾区是否合法？

不合法。首先，用人单位扣发劳动者的工
资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其次，捐款必须员工自
愿，包括捐款的方式和数额，员工均有自行决定
的权利。如果经过员工书面同意，单位则可以
从工资中扣发一定金额作为捐款。公司采取这
种方式让员工捐款，还应当及时将捐款的情况
进行公示，并接受员工的查询和监督。

5.地震属于不可抗力，法律上关
于不可抗力有哪些规定？

不可抗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自然
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冰雹、火灾、暴风雨、
雪灾、海啸等；(2)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3)社
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战争等。因不可抗
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
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合同双
方当事人，如果发生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另外，发生不可
抗力，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导致诉讼时效、仲裁时
效等中止。

6.在旅游期间因发生地震而伤
亡，景区或者旅行社是否承担责任？

地震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对于游客在旅游
期间因地震发生伤亡的，旅行社或者景区不承
担赔偿责任。如果游客自己或者旅行社为游客
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则可以获得保险赔偿。

7.正在上班的人员发生地震而
伤亡，是否能按工伤处理？

虽然地震属于不可抗力，但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另外，因工到地震灾区出差期间发生地震
而伤亡或者下落不明的，也应当认定为工伤。

8.参加地震抢险救灾而受伤、死
亡或者下落不明可享受什么待遇？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抢险
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视同工伤。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的，从
事故发生当月起3个月内照发工资，从第4个月
起停发工资，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其供养亲属按
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职工被人民法院宣告
死亡的，按照因工死亡的规定处理。

9.新购买的商品房在地震中损
毁、灭失由谁来承担后果？

相关法律规定，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
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
人承担。也就是说，如果开发商尚未将房屋交
付购房人使用的，房屋在地震中受损或者灭失，
由开发商承担后果。如果开发商已经将房屋交
付给购房人使用的，则应当由购房人自己承担
后果，即尚未付清的房款，购房人仍有责任支付
给开发商，或者尚未还清贷款的，需要继续向银
行支付贷款。 （来源：法律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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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地震谣言，应担什么法律责任？
地震之后，还有这些法律问题值得关注

巧用微信
促案件执结

本报讯 近日，正阳县法院
利用微信快速执结了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

据悉，郭某借给余某现金
6万元，后经郭某多次催要，余
某拒不还款。无奈之下，郭某
申请强制执行。

正阳县法院执行法官史学
金多次联系余某无果，便通过
全国法院执行流程管理系统将
余某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一天，执行法官史学金的
手机上显示余某有微信。史学
金灵机一动，就加了余某的微
信，并通过微信向余某推送了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的
严重后果及拒不履行判决、裁
定罪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具体案
例。后余某主动联系法院，称
以前自己认为反正有病不还款
也没人管得了，但通过法官的
微信推送，明白了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不仅影响到自己的声
誉，也会影响到个人出行、消
费、贷款等，遂同意还款。

（徐翔 王豪娟）

制定制度
推动案件信息公开
本报讯 南乐县人民检察

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案
件信息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结
合该院实际，制定了《南乐县人
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规定》

《南乐县人民检察院信息查询
暂行规定》等制度，推动案件信
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今年以
来，实现案件信息公开“零风
险”。 （郭换星）

●太康县豫源锅炉制造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085000403101，声明作废。
●安阳诚德商贸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41050
5698742005，声明作废。
●舞钢焕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0
481000015305，声明作废。
●鹿邑县夏禹塑料化工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0
86000275901）、机构信用代码
证（编码：G104116280002759
08）、财务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台前县汇丰大蒜种植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410927NA000
101X）、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粗粮园食品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
代码：06269350-0，声明作废。
●南阳荣德实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302555744222Y，声明作废。
●杨朝松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
32119690617001744，声明作废。
● 渑池县东远电子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正副本号41122
1399776360，声明作废。
●民权顺捷文化传媒服务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
失，代码09209911-5，声明作废。
●洛阳市帝森畜牧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300001315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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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2010年12月3日出生的杨
依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322770，声明作废。
●2013年7月18日出生的吴
雨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427899，声明作废。
● 新小城故事（任彬）（税号
411421198205207759）发票丢
失，代码4100154320、票号119
09597、11909598、11909633、
11909634、11909635、119096
39、11909662、11909683、1190
9684、11909686；代码4100161
320、票号04925226、05027109、
05049325；代码4100171320、
票号14920467，声明作废。
●2014年7月13日出生的陈
珊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67936，声明作废。
●董军红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219790201192344，声明作废。
●崔继红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119701202056544，声明作废。
●泌阳县广汇石材厂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注册号：411726000
007641，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乡汽车运输总公司长
垣分公司位于长城大道东段北义
乌街南的一宗长国用【2007】字第
C270号土地证遗失，声明作废。
●兰考县梁玉广告招牌制作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225618130317声明作废。
●段海涛，土地证（证号：郑国
用（1999）字第0545号）遗失，
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本人宋俊辉先生于2017年6
中旬身份证丢失，证件号码：220
222197602116812特此声明不
是本人亲自办理任何事务，本人
均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于欣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10133063丢失，声明作废。
●张天依《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F410686669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苟堂镇工会委员会遗
失开户许可证，账号000000594
82200059012，核准号：J49100
14219801，开户银行：新密市苟
堂农村信用合作社，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张
光牛羊肉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123231974071
5683401，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啟
如牛羊肉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372922198412
17478701，声明作废。
●宝丰县中原面粉挂面厂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104210000
06844）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华运物流有限公司豫
LF0609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2005276，声明作废。
●河南省森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代码号G1
0410621000063501，声明作废。
●颜文君，警官证，警号：1101
1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刘占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647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倪建聪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注册号:410403608
098934，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苏向涛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162
8098756，声明作废。
●2011年3月17日出生的谭新
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111922，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11日出生的符
雯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020036，声明作废。
●2011年8月11日出生的杨
静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3682，声明作废。
●2011年5月19日出生的苏
珂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7044，声明作废。
●宝丰县景逸养殖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1042100001
3924）、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10
421317265189）丢失，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3日出生的翟
睿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37124，声明作废。
●2012年10月27日出生的苏
志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75944，声明作废。
●2011年5月4日出生的康新
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348117，声明作废。
●巩义市锅炉水暖安装维修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10181170476802，不 慎 遗
失，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 寻亲启事
本人王彦明，家
住河南洛阳嵩
县，于 2013 年
农历七月在嵩县
妇幼保健院附近
捡到一女婴。现寻找孩子亲生
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定重
谢。联系电话：15670705554

● 寻亲启事
本人宋福有，家
住河南洛阳嵩
县，于2002年夏
天在嵩县伊河大
桥下捡拾一女婴
后取名宋龙利。现寻找孩子亲
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定重
谢。联系电话：13838483123

● 寻亲启事
本人张忠娃，家
住河南洛阳嵩
县，于2011年2
月在嵩县城关镇
王庄村经周冬令
介绍抱养一男孩。现寻找孩子
亲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定
重谢。联系电话：15036555650

● 寻亲启事
本人陈建来，家住河
南洛阳嵩县，分别于
2007 年 5 月、2009
年5月在田湖镇抱养
两个男孩，父母信息
不详失去联系。现寻找孩子亲
生父母，有知情者请联系，定重
谢。联系电话：15290598100

●濮阳鑫源伟业运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即日起公司解散，注册
号：410926000037813，清算
组成立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见报
后30日内到公司结算清现，未接到
通知的自此公告发布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长葛市大河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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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大有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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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汇丰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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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粗粮园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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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布景大上海女子百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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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可茗防护用品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代 码 ：4100164320，号 码 ：
13348551，声明作废。
●陈现花营业执照正本（4114
21611031352）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