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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观察 微法治

提前退租摊位，押金能退吗？
我在一家商场租了个摊位卖东西，签了一

年的合同。当时给商场交了相当于两个月租金
的押金，租金是一个月交一次。商场没把合同
给我，我也不记得合同具体内容了。现在我经
营了三个月，一直亏钱，不想做了。请问，我能
要求商场退押金吗？

答：我国法律对押金没有具体规定，押金
与违约金不同，你提前解除合同，要承担违约
责任，但并不意味着不能要回押金。你可以
向商场要求查看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处理押
金。

（记者 尚迪）

提前约定离婚事项，有效吗？
我跟我老公有矛盾，我们现在要和好，但我

想和他签订一个协议，约定如果真的走到离婚
的地步，家中所有财产跟孩子的抚养权都归我，
他负担孩子的抚养费。请问，这样的约定有效
吗？

答：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男女双方离婚时，
可以就孩子的抚养权、共同财产的处理等问题
进行协议，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这样的约定在
你们离婚时是有效的。

（记者 尚迪）

欠人钱会不会领不到毕业证？
我是个大四学生，即将毕业。我大学期间

创业，欠了外面社会上一些人3万元钱。现在，
他们来学校闹事。请问，学校会不会不给我发
毕业证？

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规定：“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
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
业要求的，学校应当准予毕业，并在学生离校前
发给毕业证书。”如果你在学分、成绩等方面达
到了学校的毕业要求，学校依法应当给你发毕
业证。你和校外人员的经济纠纷不影响你拿毕
业证。

（记者 尚迪）

这些谣言莫相信
“阅卷赶进度，不管对错”。每

逢高考前后，一条内容为“高考阅
卷老师冒死揭露内幕”的信息都会
在网上流传，说高考阅卷工作只为
赶进度不管对错，且会跨科阅卷。

事实上，高考阅卷人员遴选过
程严格，而且阅卷老师要接受严格
的岗前培训。培训中，老师们会对
标准卷进行试评，绝不可能跨科阅
卷。一旦发现评卷老师可能存在问
题，卷子都会被复查重评。阅卷结
束后，相关部门还会对试卷多次校
验。

“考题泄露，花钱能买试题”。
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材料。高考
试题的保管和运送都有严密的管
理措施，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要
实行封闭式管理。考试前，试题不
可能被泄露。

这些骗局需警惕
伪造虚假查分网址。一些不法

分子会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网址，
让考生输入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
银行账号等信息后，将这些信息贩卖，
或者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精准诈骗。

交钱即可换“内部招生指标”。
不法分子冒充或号称认识招生考试
机构工作人员、高校领导，谎称交钱
能换取“内部指标”，让不够分数线的
考生被录取。此类行为属于诈骗。

艺术生只要交钱保证录取。
艺术类招生种类繁多，投档排序规
则和操作程序复杂，加上省外艺术
类招生计划要根据生源情况在全
国范围进行调整，致使录取持续的
时间较长。一些不法分子抓住考
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声称只要交

钱就可以“帮忙搞定”，或以“不交
钱就不录取”“不交钱就退档”威胁
考生和家长，引诱他们上当。

伪造录取通知书。有的不法分
子通过邮局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
书，欺骗考生将学费打入自己的银
行账号上。

混淆不同办学类型。招生骗
子或非法中介会故意混淆自考、
成人高考、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之
间的区别，用自考助学班、网络教
育班的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和家
长。

谎称提前发放助学金。一些
不法分子自称是教育局工作人员，
可以对困难考生或者成绩优异的考
生提前发放助学金，然后骗子指挥
受害人通过 ATM 机转账，借机行
骗。

通过链接植入木马诈骗。不法
分子向考生和家长发送带有木马链
接的短信，或在网上设置一个诱骗
性的木马链接，以此获取手机关联
的银行卡信息，通过拦截获取支付
验证码，经网购消费变现，或通过第
三方支付平台红包转账提现。

高考后
警惕这些谣言和骗局

2018年高考即将落下帷幕。每年这个
时候，网上总会出现各种有关高考的谣言。
虽然谣言年年有，但还是有人会信以为真，
陷入各种各样的骗局。

记住这7个防范要点
收到录取信息确认表或录取通知书后，应

登录教育考试部门网站或主动拨打教育考试
部门电话核查。

可向教育主管部门了解学校的办学资质、
招生资格等，如有条件也可以实地参观，查看
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周边环境，从多种途径了
解该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成果。

如有招生人员主动联系，要多留一个心
眼，看招生人员的承诺是否与国家招生政策
相悖。任何违背国家招生政策的承诺都是
不可能兑现的。

看是否存在高额收费。凡是违反国家规
定的收费行为，或者另行收取“中介费”“活动
费”的行为，都要谨慎对待，以防上当受骗。

我国高考实行“阳光工程”，各高校的
招生计划都向社会公布，所谓的“内部指
标”都是骗局。

自主招生不是自由招生，所有招生计
划都由相关部门统一下达并向社会公布，
未经国家批准或未向社会公布，学校不能
自行安排招生。

军校招生无内部指标，也不可能计
划外扩招，更不会向考生和家长收取高
额费用。（天平南阳 nanyangfa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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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省第一分公司行政公
章、财务专用章、负责人章、合
同专用章丢失，自登报之日起
以上印章特声明作废。
●滑县中大宜农农民专业合作社
八里营分社营业执照正副本（410
526NB000006X）遗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香鹿山镇优速通达货
运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327600229554，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安运输有限公司豫PJ92
48（411620022133）、豫P3Z72挂（411
620022134）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P36293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44456，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6K469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2374，声明作废。
●信阳市鑫秀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博爱县方正石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822
614063955，声明作废
●商水县畅途运输有限公司原法
人贾海梅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富翔商贸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
失，代码：17692018-5，声明作废。
●聂兴安位于台前县马楼乡马楼
村至大寺张公路东段北侧的房产
证遗失，证号：20130155，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安阳市安鸿房地产中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2
358402194B）经股东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责人，石淑请，电话13707669539，
清算组成员，石淑清，张海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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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祥符区蔬煌农作物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410212330108006A)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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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宋振莉，河南省人社厅颁发
的护理学中级资格证，证号:
14015108丢失，声明作废。
●郑宏鑫泰（新密）煤业有限公
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41018
20017784）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名观源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
XA7DF1L)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梓润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212MA443
6CE1P），声明作废。
●鄢陵县乡财县管办公室张桥镇
财政税务所支出专户章（编码：
4110244004667）杨勇、吴凤鸣的
个人印鉴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 通 知
李琳琳：你已拖欠我公司2009年
5月21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
的物业费10593元，我公司已通
过电话通知、委托律师邮寄催费
函，法院起诉等多种方式向你催
缴，至今你仍没有缴纳。因多次
联系不上你，现登报向你发出催
缴，请见报三日内及时向我公司
履行支付义务（你的房屋坐落：商
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西侧南京路
北侧富饶新城国际2号楼4单元
608室）。特此通知。
商丘市安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

注销公告

●濮阳万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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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庆烨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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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博远化工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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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卧龙区惠丰农产品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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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轩晟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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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诚实不动产土地评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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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强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召
开股东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清算组组长：王宏军，清
算组成员：王宏军、竞红玲。请债权
人自本公司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商丘强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06月08日

●2017年4月28日出生的高峻
康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077753，声明作废。
●2018年4月9日出生的刘皓
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90547，声明作废。
●2018年4月9日出生的刘皓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890548，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2日出生的付家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33094，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4 日出生的赵
博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90728，声明作废。
●叶县昆阳镇书玲服装店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422620028122，声明作废。
●民权县城关镇金兴发餐饮部
（税号 412323196711206037）增
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4100154320，票 号 11862172、
11862176、11862182、11862180、
11862196、11862214、11862224、
11862225、11862232、11862256、
11862269、11928691、11928737、
11928739、11928749；发票代码
4100161320，票号04988264、049
88265、05015846、05061282、050
61283；发票代码 4100172320，
票号24879090、24879134、24879
202；发票代码4100173350，票号
01329070、01329071，声明作废。

●丁德玺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328601003888，声明作废。
●2013年3月13日出生的卢芃
昊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058468，声明作废。
●2011 年 10 月 28 日出生的王
琪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12712，声明作废。
●禹州市会凡超市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816280
30103，声明作废。
●个体户上官彩丽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4110816284698
01，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绿叶爱生活家
居日化用品店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统一代码 92410305MA44L
AX18Y，声明作废。
●2005年7月20日出生的王子
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061672，声明作废。
●2005年9月14日出生的万李
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F410685988，声明作废。
●焦作市众视影像艺术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两张，发票代码410016
2320、4100164320，发票号码为
28072034、02007302，声明作废。
●息县县城供水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4100172320，
号码22902075声明作废。
●王长生丢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10224617168828，声明作废。

●洛阳林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行政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
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32231766745
20），开户许可证，证号：4910-021
24407均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林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濮阳县户部寨乡纪生废品收购
站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928626073721，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惠畅润滑油商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23600050448，声明作废。
●洛阳市公安局肖红云警官证
丢失，警号022210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