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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和老板吵架后索要离职补
偿金，这笔钱该给吗？

前几天，我们公司一个职工和老板发生口
角，说不干了，然后连续四天没来上班。随后
他来了，说要办理离职，还说是老板开除他的，
公司要给他补偿。请问，公司该补偿他吗？

答：公司没有以书面形式通知该职工解除
劳动合同，该职工连续四天不来上班的行为属
于旷工，公司可以要求其继续上班，也可以以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不支付赔偿。

（记者 尚迪）

职工培训期间可以不发工资吗？
我到一家公司面试，老板说让我去免费培

训三个月，培训期间没有工资，培训完每月工资
3000元至5000元。请问，老板的要求合法吗？

答：《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十二条规定：
“企业对经批准参加脱产培训半年以内的职
工，应发放基本工资、奖金及相关福利待遇（双
方另有约定的可除外）。”因此，你们可以约定
培训期间不发工资。

（记者 尚迪）

老公骗我办了离婚手续，我该怎
么办？

前段时间我和老公一直吵架，他说要离婚
才能在心理上过去这个坎儿，还向我承诺离婚
后会在家陪我，和我重新开始，然后复婚。我
们办了离婚手续后，他却不声不响地去了外
地，不愿回来。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你们办了离婚手续，婚姻关系已经结束，
你无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如果你想让他回来，
或和他复婚，应当和他协商。（记者尚迪）

网购买到假货
淘宝为啥不担责

12 月 4 日，因买到假货而起诉淘宝
网的杜先生收到了法院判决书。

杜先生是郑州市民。2016 年 10 月
10日，他在淘宝网一家厨具店花 3168元
买了一台抽油烟机，店铺产品页面上公
开承诺“假一赔十”。11 月 2 日，杜先生
来到该品牌厨具在郑州的售后部门，得
知自己买到了冒牌货。

随后，杜先生联系该品牌厨具厂家
进行检测，最终确定自己买的是假冒产
品。经过电话沟通，杜先生从淘宝网获
悉了卖家许某的电话等个人信息，但一
直联系不上许某。

杜先生向法院起诉了许某和淘宝
网，要求许某赔偿十倍损失 31680 元，淘
宝网要承担连带责任。

经审理，法院支持杜先生的索赔理
由，扣除之前已退还的 3168 元，判许某
赔 28512 元。但是，对于杜先生提出的
淘宝网承担连带责任的要求，法院不予
支持。

商家“假一赔十”的承诺有效

据报道，庭审中，双方律师辩论的
焦点之一是商家在产品页面上承诺的

“假一赔十”是否有效。根据法律规定，
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适用于违反食
品安全法规定的情况，而普通商品则适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三倍赔偿”的
规定。如果商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外
作出了加重自身责任的承诺，消费者能

否要求商家按照承诺的额度赔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的《关

于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若干规
定》第一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
定或者经营者向消费者作出承诺的，约
定或者承诺的内容有利于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并严于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按照约定或者承诺履行；约定或者
承诺的内容不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并且不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所以，商家为吸引消费者，主动加
重自身责任，作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有
效。作出承诺后，商家如果销售假货，
就应当按照价款的十倍赔偿消费者。

商家售假，网络平台是否担责

杜先生发现抽油烟机是冒牌货后，
淘宝网站向他提供了商家的个人信息
和联系方式。杜先生则要求淘宝网与
售假商家承担连带责任。杜先生的要
求有法律依据吗？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
费者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因此，
消费者网购买到假货，首先可以追究
商家的责任，网络平台有义务为消费
者维权提供帮助，如督促商家与消费
者协商、按照平台规则对商家作出惩
罚、提供商家的联系方式等。

网络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
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网络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
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反之，如果网络平台尽到了应尽的
审查义务，没有证据证明网络平台知道
商家售假，网络平台也向消费者提供了
商家的信息，则对于商家售假的行为，
网络平台可以主张免责。

●安阳海纳日用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国税

安文字：410502695983241，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69598324-1，声明作废。

●安阳海纳日用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2030000885，声明作废。

●河南省安鼎饮料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505000008337，声明作废。

●缴款人王彩霞、张珂珂、张京

春、吴秀兰于2017年4月20日

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2668

元，所出具的票号为1069094的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

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

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

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
●本报2017年8月31日12版刊
登的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
法院（2017）豫0105民初14875
号判决书的公告，现将“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
行”更正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商城支行”。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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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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安阳市飞达音响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 杨国红，电话15093959999

●安阳市东海天然气汽车设备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靳庆伟 15137236093

●安阳市宁海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公告见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 唐海勇，电话13569099623

●淅川县周园农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2600001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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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县正达家庭农场统一代码

91411627MA3XDEP86R经成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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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农场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祥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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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超越电脑耗材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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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丹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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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县城关毕家药膳鸭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95882，声明作废。
●漯河瑞星源木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122MA3X7U0J85，声明作废。
●开封市宸畅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020
4562491032Q）遗失，声明作废。
●张华营业执照正本（4102046
06187995）遗失，声明作废。
●博爱县金煜煤炭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2000003391，声明作废。
●信阳市晨丰百货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502000026288，声明作废。
●河南金利源农产品有限公司韩寨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72
2MA3X6E0G40）遗失，声明作废。
●鹤壁市博益商贸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410611697869643，声明作废。
●孟静静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219850417606562，声明作废。
●西华县城关于记羊肉饺子馆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043675，声明作废。
●安阳市新昱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章（章号4105000115650）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安捷正青物资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
国税安文字：4105020547490
5X，发票领购簿，编号：4105020
5474905X，结存发票（发票号码：
02526933-02526947）15 张，
声明作废。

●2017年11月26日出生的张傲

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59719，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建强贴面板厂

发票领购簿丢失，税号9141150

3573569034R，声明作废。

●郑州海天企划设计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和机构信用代码证以及

注销证明遗失，注册号410105

100056078，声明作废。

●徐同选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661130271211，声明作废。

●张哑巴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19680415293X31，声明作废。

●信阳市新志文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411502000038416）、税

务登记证（411502356193093）、

组织机构代码证（35619309-3）

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范县美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926NA000418X，声明作废。

●民权县双塔乡红刚家庭农场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代码：

34954346-2，声明作废。

●虞城县星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47404，声明作废。

●虞城县忠让电器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100004434，声明作废。

●商丘泵业机械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码：

17509699-9，声明作废。

●周口经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印章编号：41162200

06008，声明作废。

●杨跃生，警官证，证号：0296
1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卓润物流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豫地税登字4105036716640
19号，声明作废。
●临颍县安广花茶有限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临颍支行办理
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不慎丢失，
证件号为：G10411122000559
10Q，声明作废。
●新蔡县九和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证号:411729555728468，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证号:
55572846-8，声明作废。
●肖旭臻不慎将坐落于郑州市金水
区经三路7号院13号楼21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0701006175，特此声明作废。
●虞城县瑞洋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4250
0000533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11425692181403），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69218140）丢失，声明作废。
●个体户赵红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621617004219声明作废
●武小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3196610018610，声明作废。
●王粉灵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319670319252X，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5日出生的文俊
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941814，声明作废。
●2016年1月25日出生的张晨
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98948，声明作废。

●虞城县新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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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宏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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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晨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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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美云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91410600MA3XD15K11）
经股东决定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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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欧格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91410100MA3X7X
AT1N）郑州欧格菲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洛阳市凌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定，自2016年12月13

日起，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

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安阳市益捷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肖莹，电话18530549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