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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尚迪 承包林地后能在上面建房
子吗？

我承包了一片林地，请问，我可以不种
树，在林地上建房子吗？

答：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对关于非法占
用林地进行非农业建设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请
示的答复》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农
业建设使用土地，必须一律按照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的规定，经人民政府审批；在所经营的
林地内修筑宿舍、办公楼等不直接为林业生产
服务的工程（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内
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道路或者其他工
程设施的除外），同样必须按照《土地管理法》
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提出用地申请，报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对未经依法批准而占用
林地及其他土地进行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地方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记者 尚迪）

亲戚用我的名义贷款，我
如果不还款会有什么后果？

我亲戚用我的名义向小额贷款公司贷了
40 万元，用他自己的公司做的担保。现在，我
亲戚的公司倒闭了，他本人进了看守所，我也
无能力偿还贷款。请问，会有什么后果？

答：如果你和贷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是
出于个人意愿，不存在受诈骗、受胁迫的情
形，则你们的贷款合同有效，你应当承担还款
义务。如果你欠钱不还，贷款公司起诉后，法
院可以强制执行你的财产。

（记者 尚迪）

结婚时未到法定婚龄，现
在能申请婚姻无效吗？

我 2003 年结的婚，当时没到法定婚龄，登
记的年龄不是真实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
符。请问，我能申请婚姻无效吗？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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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当事人以结婚时未到法定婚龄向人民
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如果申请时当事
人已到法定婚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 尚迪）

根据《侵权责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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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必须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目前，城市内常见的可以合
法饲养的宠物多为猫类、犬类、
观 赏 鱼 类 、鸟 类 。 其 中 ，犬 类
通常体型较大，可能具有攻击
性，不少城市都出台了关于饲
养犬类的规定。例如，郑州市
自 2007 年起施行《郑州市城市
养犬管理条例》，建立了政府部
门执法、基层组织参与、社会公
众监督、养犬人自律的管理机
制。

《郑 州 市 城 市 养 犬 管 理 条
例》规定了注册登记制度、强制
免疫制度，明确每户居民只准饲

养一只犬，禁止饲养烈性犬、大
型犬。

此外，该管理条例还详细规
定了个人携犬出户应当遵守的
行为准则：携带养犬证和犬只标
识，犬只束犬链并由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牵领；避让老年人、残
疾人、孕妇和儿童；不得让犬只
在庭院、楼道大小便；携带清洁
用具，及时清除犬只户外排泄
物，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乘坐电
梯时应当采取怀抱或者为犬只
戴嘴套等措施；不得乘坐公共汽
车、电车、营运客船、出租汽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不得进入火车
站、汽车站、广场、公园、运动场
馆、游园、商场、饭店、露天餐饮
夜市、影剧院、歌舞厅、浴池等
公共场所；不得进入机关、幼儿
园、学校、医院（不含动物医院）
等单位。

街头“遛”山羊、公鸡……
饲养“另类宠物”合法吗

8 月 21 日，民警帮助郑州市的宋女士找到了她丢的一
只山羊，并抓获了“顺手牵羊”的嫌疑人。让人惊讶的是，
这只山羊是宋女士养的宠物，已经养了 3 年，每日打扫粪
便，定期清洗毛发。

另一名郑州市民冯女士家中则养了只大公鸡当宠物，
冯女士一有空就会带它出去遛遛。冯女士称，这只公鸡很
有灵性，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它就像自己的“干儿子”。

7 月 26 日，郑州市一家公园里出现一只白狐。据野生
动物救护站的工作人员猜测，此白狐有可能是附近住家养
的宠物。

8 月 16 日，据媒体报道，郑州市花卉市场的宠物区，除
了常见的猫狗、鸟类、观赏鱼外，还有鲨鱼、食人鲳、蜥蜴、
雪貂等“另类宠物”在售卖。其中，一些外来物种，如巴西
龟，属于入侵物种。

养宠物并非一件可以任性的事。在城市中，哪些宠物
不能饲养？饲养宠物又要遵守哪些法律规定？

●未经批准，市区
内禁止饲养家畜家禽

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的规定，按国家行政建
制设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
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
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
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
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
限 期 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
款。因此，未经批准，在市区饲养
山羊、公鸡等家畜家禽，已经违反
了法律的规定。

此 外 ，没 有 依 法 办 理 相 关 手
续，私自饲养鳄鱼等野生动物、猴
子等保护动物、巴西龟等外来物
种，同样是违法行为。

●饲养犬类要遵守规定

●衡彦彬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861006003611，声明作废。

●2011年5月22日出生的李奕

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29552，声明作废。

●商丘市厚德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1425356128291，声明作废。

●广东滤中滤饮水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汝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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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战友一站式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4115020
00035810）、税务登记证副本（411
50234487465X）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荣信电力安装有限公司新
蔡分公司营业执照（4117290000
34348）、税务登记证（4117293450
62055）、组织机构代码证（34506
205-5）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淮阳县建园家庭农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6260
00016335，声明作废。
●信阳市明文茶叶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15023267410877）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超位于长垣县蒲西区长城大道
北建蒲新居西三巷的长国用[2009]
字第C130号土地证遗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总工会银行开户许可
证遗失，核准号：J5054000092
804，声明作废。
●石莘旭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0220130821001454，声明作废。
●石秀云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430212134X41，声明作废。
●吕永红，警官证，警号070755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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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声明公告
●河南省中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三淅高速LXFJ-1标项目经
理部公章（编号：4105810013
237），另王鑫私章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河南礼御尚品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225000047906，声明作废。
●老班粮油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010460083
8766，声明作废。
●黄峰，警官证，证号：032716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信阳市平桥区凯悦网吧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1596100002741，声明作废。
●方城福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56646
6635）、税务登记证（4113225664
66635）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马雪森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20120827013621，声明作废。
●孙炎安阳师范学院文秘与半自
动化专科毕业，毕业证书号1047912
00306000118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鄢陵县樊松波豫KHE330车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411024
004392)，声明作废。
●2011年5月2日出生的周皓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7488，声明作废。
●2003年8月2日出生的石家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G410928398，声明作废。
●鲁山县董周乡沈庄幼儿园法人
登记证书于2017年8月丢失，法
定代表人郭爱琴，统一代码524
1042307780869X0，声明作废。
●2015年1月1日出生的孙铭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75260，声明作废。
●曹永杰，危险品押运员证，证
号：412901197211284038 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平舆县舆海车辆服务中心营
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佘曼曼，警官证，证号037556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鹤壁朝歌纺织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914106
007538929046，声明作废。
●高加祥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919551226501343，声明作废。

●侯丛丛，河南
洛阳新安县北冶
镇人，于 2014 年
10月经人介绍在
新安县城关镇抱
养一女孩，后取名李婉婷。
现寻找孩子亲生父母，有知
情者请联系，定重谢。联系
电话:17719259973

●2010年9月16日出生的高晨
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411345424，声明作废。
●黄塔寺膏药扶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621617
120740，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蔡同良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1329198
00306031X,声明作废。
●2014年1月30日出生的贾子
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24196，声明作废。
●李极动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8010060879，声明作废。
●2011年8月23日出生的刘语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469636，声明作废。
●2012年3月1日出生的马紫
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61927，声明作废。
●2010年10月20日出生的朱
博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408768，声明作废。
●滑县平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豫地税安字410526594
862440，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宜阳县龙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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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峰源净水材料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0181MA3X

87JH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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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彤泰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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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