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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约到期，租户失联，我该怎么办？
我把一间房子租给别人，现在租期已经过了，

我却联系不上租户了。他的东西还在房里。请
问，我该怎么办？

答：租期届满后，对方对房子已经没有使用
权，你作为房子的主人，拥有房子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你可以打开房子，把租户的东西收纳保管起
来，然后使用该房子。联系上租户后，你可以向其
收取适当的保管费用。为避免纠纷，你在收拾租
户的东西时可以拍照，或让第三方在场监督作证。

（记者 尚迪）

驾校报名后申请退款，要扣除手续
费吗？

我在一家驾校报名培训，但去车管所审核资
料时没有通过，因为我有吸毒记录，需要三年后才
能申请驾驶证。我连车都没摸过一次，我让驾校
退款，他们说要扣20%的手续费。请问，驾校的说
法合理吗？

答：如果你们事先在合同里约定了违约责任，
当你由于个人原因无法参加培训时，应当按照约
定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你们没有约定违约责任，
驾校可以扣除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如果你对驾
校扣除的费用有争议，可以与之协商，要求其出示
证据。如果协商不成，你可以向主管部门投诉，或
向法院起诉。 （记者 尚迪）

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怎样办手续
最快？

我想离婚，我丈夫已经同意了。请问，我们还
要去法院吗？怎样才能最快地把离婚手续办完？

答：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离婚，且对子女和财
产问题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可以直接到婚姻登记
机关申请离婚，办理离婚手续。（记者 尚迪）

12 月 1 日，据媒体报道，我国“笑
气”入刑第一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被
依法提起公诉。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医用麻
醉剂，有轻微麻醉作用。近年来，“笑
气”在全国各地的酒吧、KTV等娱乐场
所风靡，甚至被吸毒人员当作毒品的替
代品。过量吸食“笑气”会引发精神疾
病，甚至死亡，其“毒性”堪比毒品。

日前，据浙江云和县警方通报，警
方抓获了涉嫌非法经营“笑气”的林某、
殷某、江某等 9 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
获“笑气”、作案手机等若干，并查清他
们非法经营“笑气”的经营额、非法获利
情况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11 月 27 日，云和县人民检察院已
将警方移送的犯罪嫌疑人林某、殷某向
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全国第一例打击

“笑气”犯罪的刑事案件。

“笑气”属于毒品吗
“笑气”的“毒性”堪比毒品，但目前

并不在我国法律规定的毒品之列。
根据刑法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

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
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
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是指列入麻醉药品目录、精
神药品目录的药品和其他物质。”目前，

“笑气”未被列入麻醉药品目录、精神药
品目录。

2015年，为加强对非药用类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的列管工作，我国颁布了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
法》，将一批不是药物的麻醉品和精神药
物也纳入监管，但“笑气”依旧不在其中。

因此，“笑气”不属于刑法中规定的
毒品，非法经营“笑气”不属于毒品犯
罪，而个人购买、吸食“笑气”也难以认
定为违法行为。

售卖“笑气”涉嫌非法经营
“笑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毒品，并

不意味着违法制造、销售“笑气”的行为
不受法律监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
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
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
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该条例的规定，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

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
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属于危险化学
品。

“笑气”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营“笑
气”需要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否则就属
于非法经营。根据《刑法》的规定，实施
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
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此外，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管理条例》的规定，上市销售但尚未列
入麻醉药品目录、精神药品目录的药品
和其他物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
重社会危害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将该药品和该物质列
入麻醉药品目录、精神药品目录。据
此，有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立法，使对“笑
气”等有害物质的监管有法可依。

“笑气”是啥？
卖它为啥构成非法经营罪

●梅兆杰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700430001543，声明作废。
●胜瑞民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800903276343，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馋哥大盘鸡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50470，声明作废。
●西华县安能物流服务部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411622
621138666，声明作废。
●洛阳长永轴承厂（普通合伙）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493
0000492901，声明作废。
●河南欧蓓莎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6810652537629）
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张集供销社林堂综合门
市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14662，声明作废。
●万家成位于杞县西寨乡西寨
村的房产证遗失，证号：2016-07
69，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PF8975（证号411620082172）、
豫P2459挂（证号4116200584
10）营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豫
PP412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23712，声明作废。
●泌阳县绿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6NA000327X，声明作废。
●泌阳县闽锋石材厂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72608
9035241Y，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2B630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0468，声明作废。
●林州市龙山区网络快车网吧
营业执照副本（410581200002
289）、税务登记证副本（4105211
97611203518）、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王捞营业执照正副本（411622
621080935）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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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警官证丢失，警号
009430，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康建永营业执照
丢失，注册号码为411621617
070666，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亿高广告材料商行
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证件号码：G7
041010502397703，声明作废。
●张涛，郑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
自学考试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
65411001021001410声明作废。
●河南质新旧机动车销售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09094080
4A，声明作废。
●郑州晟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4101050099103)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杨田雨1998年10月24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世谊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注 册 号
410500000017062）声明作废。
●安阳长顺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591100001108声明作废。
●安阳长顺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410503667234585声明作废。
●安阳长顺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失，代
码证号66723458-5声明作废。
●河南省港中现智能机器人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0
225MA3X79UC4X）、公 章 遗
失，声明作废。
●安阳古邺酒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5003968338
25N，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2013年10月7日出生的郑语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388027，声明作废。
●豫A8666C豫AH839M挂道
路运输证丢失，证号4101830168
14、410183015893，声明作废。
●吕振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3024349，声明作废。
●豫AM230挂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03617，声明作废。
●楚向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
证号410183022781，声明作废。
●个体户白翠如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
册号410325600074661声明作废
●雷晨丽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3198810150906，声明作废。
●2009年6月4日出生的鲁帅琪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650991，声明作废。
●2007年8月4日出生的鲁高昂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397123，声明作废。
●个体户李素霞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
册号411082600717137声明作废
●禹州市御王烩面馆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16282
50287，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秦岭建材销售中
心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93603042824，声明作废。
●社旗县万客隆副食百货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1327729630955，声明作废。
●2010年8月20日出生的周诗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163877，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7年11月28日12
版刊登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公告原告付二军
诉被告丁永红、毛二霞名字有
误，应更正为：毛红霞。特此更正。

●范县飞翔公寓经投资人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福众废旧农机回收拆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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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安县献鑫桩基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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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金利炭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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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宜莲农业科技生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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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明辉木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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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日源祥合金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同意解散该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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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利 13569079921

●安阳金惠麟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豫国税安文字410502594890
417，声明作废。
●文峰区新活力青年餐厅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2601178197，声明作废。
●文峰区长又欠厨具商行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2601102288，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新活力青年餐厅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32112119860708
251603，声明作废。
●文峰区聚能量家电服务部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502601122141，声明作废。
●文峰区裕达油漆商行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豫国税安
文字：410503196408030511
01号，声明作废。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
察总队，账号：41106110001815
0093844，开户许可证编号：
Z4910000384002，开户行：交通
银行郑州郑花路支行，现开户许可
证遗失，声明作废。
●滑县枣村黄庄鑫合惠民店营业
执照正本不慎遗失，注册号：
410526602006844，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明瑞五金电料商行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422620166034，声明作废。
●孙君桐出生医学证明损坏，编号
Q412179889，声明作废。
●2016年9月11日出生的申辰
睿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37774，声明作废。
●2010年4月16日出生的郭锦
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509798，声明作废。

●河南省汝南县新华书店有限公
司中心门市部（注册号41172700
0001350）、河南省汝南县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王岗镇门市部（注册号
411727000001413）、河南省汝
南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金铺镇门
市部（注册号4117270000014
21）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东明湖养殖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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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顾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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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丹阳旅行社（统一代码
9141132675386514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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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蔡县鹏达家电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172268316538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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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众兴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0328MA3X6W
9G0B）经成员大会研究决定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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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达艺飞建材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729000022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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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新理装饰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729000022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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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亚飞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72900002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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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9日出生的欧阳
子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461105，声明作废。
●商城县广源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411524344983047，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金洋九峰电动门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304634060112；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103811987082479
04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鑫旺汽配修理部
遗失开户许可证,，证号是J4390
004296201，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