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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尚迪
参加培训没按时交费，算违

约吗？
我去年7月份参加了一个事业单位面试的

培训，当时我交了一部分订金，合同中约定面试
成功后，再付剩下的一部分钱。我面试通过了，
但是培训机构一直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交剩
下这一部分的钱，我也就一直没管这事。一年
多过去了，我突然接到这个培训机构的电话，说
我违约了，还说我当初一分钱没交。我现在根
本找不到当时签的合同了，当时交那一部分钱
的单子也找不到了。我问了当时我们一起培训
的所有人，他们的合同也都找不到了。请问，我
该怎么办？

答：如果你们在合同里约定了交钱的时间，
而你没有按时交钱，你的行为就构成违约，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
方说你当初一分钱没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
则其主张得不到法院支持。 （记者 尚迪）

购买房子后发现房子被租
出去了，我该怎么办？

我通过司法拍卖买了一套房子，可没过多
久，有人拿着房屋租赁合同找我，原来，原房主
把房子租出去了，租赁期限20年，租金一次性
付清。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如果房子是被法院查封后又被租出去
的，且租赁期限特别长，租金一次性付清，可能
是原房主恶意转移财产。你可以查明事实，向
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租赁合同无效。

（记者 尚迪）

邻居养牛蛙噪声很大，我
该怎么办？

邻居在我家旁边养牛蛙，牛蛙叫声很大，导
致我母亲血压不断升高。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根据《侵权责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的规定，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
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生活。从家庭室内发出严
重干扰周围居民生活的环境噪声的，由公安机
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你可以向公安机
关反映，或向法院起诉，要求邻居减轻噪声。

（记者 尚迪）

蒋女士在理发店办的卡里还剩
5000多元，这笔钱能退吗？

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的规定，从事理发及美容服务等
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业务，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依单用
途卡章程或协议约定，提供退卡服

务。蒋女士卡里未消费的金额，依法
可以要求理发店退还。

但是，根据合同性原则，蒋女士
应当向当初给她办卡的理发店要求
退款，如果理发店老板确实换人，且
原来的店主和现在的店主并未对退
款事项进行特别约定，则退款义务应
当由原来的店主承担。

女子剪短发难看被气到进医院
对服务不满 可以这样维权

●汝南县丰顺纺织厂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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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新源纺织厂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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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禹王台区浩博商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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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中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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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3日出生的武昱
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37204，声明作废。
●郑广习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611261671，声明作废。
●赵怀河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6709291671，声明作废。
●宁鹏涛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200006255112，声明作废。
●于军艳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7812301211，声明作废。
●张付仲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310051612，声明作废。
●周勇（41020519710926001
9）契税完税证遗失（税号：0050
356，金额：2661元），声明作废。
●宜阳县樊村乡少功建材门市
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327663018676，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宏洋五金建材部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92600845679，声明作废。
●武陟县羊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增
值税普通发票遗失，代码：410015
4320，号码：03108002，声明作废。
●商丘市水禾源食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02000048026，声明作废。
●孙海涛营业执照正副本（411
425613061851）遗失，声明作废。
●王政军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641228301253，声明作废。
●林雨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92061100932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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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虽

经严格审查，但不能保证每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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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河南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汝州
分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441
0482001121505丢失，声明作废。
●平舆县阳光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金储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郭艳敏，开封教育学院初等
教育专业，毕业证不慎丢失，证
书编号：50707120100600038
8，声明作废。
● 通 知
杨水涛同志：你因病于2017年4
月请假3个月（2017年4月11日
至7月11日），目前已经逾期超
过一个月。根据你与公司订立的
《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公司《规
章制度》和国家有关医疗期的规
定，现公司郑重敦请你，请你本人
务必于见报即日起七日内到公司
说明情况，接受处理。特此通知！
河南国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3日
●姓名程婵娟，郑州大学成人高
等教育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
证书不慎丢失，证书编号10459
5200705000855，声明作废。
●刘路路遗失郑州师范学院学生
证，学号143280061013声明作废。
●姜国伟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820708255251，声明作废。

●民权县纳税人畅通修理厂发
票丢失，代码141001420043,票
号38924467，声明作废。
●2011年7月20日出生的韩艺
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7920，声明作废。
●2011年1月2日出生的何德
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747501，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8日出生的杨宸
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2796,声明作废。
●2010年9月16日出生的周文
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422335，声明作废。
●朱惠娇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3
8119901106152264，声明作废。
●2010年6月17日出生的张砚
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736333，声明作废。
●2013年8月3日出生的韩豪
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35445，声明作废。
●个体户王洪坤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注册号4113226180526
31，声明作废。
●个体户杨运洗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322618062
049，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日出生的李佳
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945955，声明作废。
●郑秀英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4705145723，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于2017年8月16日声明公告
栏目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将“混
泥土贷款169765”更正为“混
凝土货款169765元”,特此声明。
●本报2017年7月28日13版
刊登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公告，原告李珂为，名字有误，
现更正为：李可为。特此更正。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畅达运输
有限公司豫PY2826营运证遗失，
证号：411620073810，声明作废。
●虞城县秀景电动车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14
25613219927，声明作废。

●我叫杨明龙，男，
汉，2009年出生，
母亲叫孙名娥现在
大约四十三岁，于
2010年初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我现一直跟随养
父生活，望母亲看到后与我联
系。养父 杨春旗18317880336

●2010年10月28日出生的尚
佳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342998，声明作废。
●闫泓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H410011663，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25日出生的陈
文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29641，声明作废。
●偃师市府店镇贝儿孕婴生活
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81600087839,声明作废。
●2014年6月6日出生的沈耀
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75724，声明作废。
●宝丰县昊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DE526挂车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421002013，声明作废。
●王根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21661声明作废。
●2010年9月14日出生的白玉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343328，声明作废。
●2011年6月5日出生的李若
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468979声明作废。
●巩义市西村镇克钦家常饭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81600228055,声明作废。
●邢兴旗豫LH9000车道路运
输证丢失，证号41112100150
3，声明作废。
●苏义业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002240431，声明作废。
●段运保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1119620202701131，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林州市振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201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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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信阳欣茗茶叶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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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据媒体报道，浙江省杭州市 51
岁的蒋女士在理发店花19元剪了短发，回家后
却被人说难看。蒋女士去找理发店理论，没想
到，却在理论中血压升高，住进了医院。

据蒋女士说，她3月份在该理发店办的卡，
先后充进去 6000 多元，现在卡里还有 5000 多
元。她 6月份在店里修头发，回家后家人说难
看，就想把卡里的钱退掉。但是，理发店的人
只同意给她修头发，不同意退款。双方发生争
执。“我那个时候血压就升高了，说了十来分
钟，我就手脚抽筋，赶紧让他们打120。”

蒋大姐被医院诊断为高血压等三种疾病，
手术治疗花了12万多元，自费5万多元。理发
店的人给蒋大姐打电话，表示可以把卡里的钱
退掉，再另外给她1万元钱。但是，8月份，理发
店被转手，新的老板又不肯退款了。

目前，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如果协商不好，
会走法律程序。

●理发店是否对蒋
女士发病担责

蒋女士在与理发店人员理论的
过程中，血压突然升高，住院花费了
5 万多元。对此，理发店是否要担
责，要看蒋女士发病与理发店人员
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如果理发店人员态度、语言温
和，没有实施任何可能刺激蒋女士
的行为，蒋女士发病完全出于自身
原因，则理发店不承担责任。如果
蒋女士本身身体健康，或虽然有高
血压等疾病，但一直控制较好，而
理发店人员在理论的过程中有过
激行为，如使用侮辱性语言、与蒋
女士发生肢体冲突等，导致蒋女士
发病，则理发店人员应当承担责
任。如果蒋女士发病既有自身原
因，又和理发店人员的行为有关，
则理发店人员应根据自身过错大
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购买服务不满意，可要求经营者修理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
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
约定，要求经营者履行修理等义务。

剪发是否好看，主要取决于人
的主观感受，很难有具体的标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
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

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
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
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如果蒋
女士在理发前，理发师以图片展示
或口头说明等方式向她描述了剪发
的效果，而剪成后却与事先的描述
相差很大，蒋女士可以主张服务不
合格，要求对方给她修剪，或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

●预付卡可要求退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