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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赌博的欠款是否要还？
我因迷恋网络赌博，四个月内输掉了50多

万元，这些钱都是我在网上借的，借款的网站是
别人介绍的，和我一起赌博的很多人都在那个
网上借款。请问，这种用于赌博的债用不用还？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借人事
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
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
间借贷合同无效。和你一起赌博的很多人都
在该网站借款，如果有证据证明该网站明知你
们是为了赌博仍然把钱借给你们，则借贷合同
无效。如果该网站不知道你们借钱是为了赌
博，你仍应偿还欠款。

（记者尚迪）

老板在工资欠条上写的名字和
他身份证上的不一致，欠条有效吗？

我在装修公司工作，老板拖欠工资，给我打
了一个欠条。最近我发现老板在欠条上写的名
字和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致。请问，这个欠
条有效吗？我能去法院起诉吗？

答：只要能证明欠条是你老板本人写的，欠
条就有效。即使没有欠条，只要你能证明劳动
关系存在，老板拖欠你的工资，你就可以向法院
起诉，讨要工资。 （记者尚迪）

我和男朋友分手了，我父母是
否还要给他当保证人？

去年我男朋友借钱买房，我父母给他当了
保证人。现在我们分手了。请问，我父母可以
不给他当保证人了吗？

答：保证合同是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订立
的。你父母是保证人，想要免除保证义务，就
要和债权人协商解除保证合同。如果债权人
不同意解除保证合同，你父母仍要履行保证人
的义务。

（记者尚迪）

除了可以直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外，法
律还规定了几种视同工伤的情形。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 死 亡 的 ；（二）在 抢 险 救 灾 等 维 护 国 家 利
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
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
革 命 伤 残 军 人 证 ，到 用 人 单 位 后 旧 伤 复 发
的 。 职 工 有 前 款 第（一）项、第（二）项 情 形
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
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
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李某虽然因突发疾病死亡，但其发病时
间并非工作时间，发病时也没有在工作岗位
上，因此，李某的死亡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

（孙瀚琳）

职工下班后在宿舍发病死亡

是否属于工伤
郑州市某公司员工李某因离家远，居住在单位为

其提供的宿舍内。2017年4月，李某晚上下班后，在宿
舍内吃晚饭时感觉身体不舒服，便给同事张某打电
话。张某来找李某，让李某平躺，还为其作了按摩，李
某仍然感觉不舒服。张某到外面叫其他同事，准备将
李某送往医院。但等张某返回宿舍时，李某已经倒在
了沙发上。张某拨打了120，将李某送往医院。随后，
李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李某的家属认为李某的死属于工伤中的因工死
亡，但李某所在公司认为李某不构成工伤。职工下班
后在宿舍中发病死亡，是否构成工伤呢？

本案中，综合具体案情，李某的死亡不属于因
工死亡，不构成工伤。

法律对构成工伤的情形有着详细的规定，属于
法定情形的，才构成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
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
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患职业病的；因工外出期间，由
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在
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李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宿舍即为李某的
住所（李某的家）。而工作场所是指职工履行工作
职责时所在的区域，包括职工的办公地点，以及休
息室、厕所、饮水间等工作期间必去的地方等。职
工宿舍是职工完成工作以后休息的场所，不属于
工作场所。李某死亡前已经下班回到职工宿舍，
开始吃晚饭，其所处的地点、所做的事情均与工作
没有必然联系。因此，李某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也不是在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李某的
死亡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不符合因工死亡认定的条件。

李某之死不属于因工死亡

李某之死不属于法定视同
工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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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天诺实业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0122MA3XE7KUOT经

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虞城县清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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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兴顺实业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91410122MA40WXQL69经

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安阳市外贸花荣贸易公司信息

咨询服务中心（注册号41059103

000657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望所有债权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刘甜甜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970822492744声明作废。

●徐福清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520318386271声明作废。

●徐付贵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460617381652声明作废。

●王瑞霞营业执照副本（41122

4600007567）遗失，声明作废。

●董社发残疾证遗失，证号:4109

2219801219621644，声明作废。

●2014年10月5日出生的高清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63598，声明作废。

●南阳圣凯元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民权县绿洲和顺饭店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42

1MA44G8BH6C，声明作废。

●李晓宁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980101207231，声明作废。

●2016年7月12日出生的耿一

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22119，声明作废。

●郭玉涛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800204531X6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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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慧月，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现实习律师证（证

号：16011709214592）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李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车辆驾驶证（证号：X16160

55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艺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91411729

068929692B）遗失，声明作废。

●胡志勇丢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10225618094717声明作废。

●张艳丽丢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10225618088313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983920姓名为

杜宸溪，出生日期为2017年7月

3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南阳市宛达信保洁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河南威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063969874374，声明作

废。联系人赵明珠13403800823

●平舆县挚园园林有限公司经股

东王来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由王

来永、王佳、张超群组成，王来永

任清算组组长，请各债权人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平舆县挚园苗木种植专业合

作社全体社员同意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

算组，清算组由王佳、张超群、王

来永组成，王佳任清算组负责

人，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

日内通知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和

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本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

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务手续，电话13939689616。

●河南美旗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高若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O410639570，声明作废。

●王彬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0407847，声明作废。

●2013年3月25日出生的任宇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15231，声明作废。

●2012年2月11日出生的杨烁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47337，声明作废。

●2018年1月24日出生的陈宇

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611920，声明作废。

●2016年2月10日出生的李家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11704，声明作废。

●新蔡县谢建餐饮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729000017118）营业

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09062083-5）正副本、税务登

记证（税号411729090620835）

副本均丢失，声明作废。

●邢君州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

2219890110499X43声明作废。

●方城县新买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322MA3X43CX9D声明作废。

●河南玖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42

50754014744）遗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邦源电子厂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42

5613041844，声明作废。

●西华县基督教洼赵教会公

章因管理不善遗失，编号：

4116220008608，声明作废。

●周口市盛旺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豫P2C031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0989，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7C828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9994，声明作废。

●李怀纯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680910245143，声明作废。

●靳明峰残疾证遗失，证号：411

32219820821063943声明作废。

●沈保成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550810031944，声明作废。

●田淑丙残疾证遗失，证号41132

219930104422X42B1声明作废

●党国军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2219770318293744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