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正公告

●漯河市金汇运输有限公司豫
L675 挂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102006398，声明作废。
●民权县城关镇瑞萍广告服务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1611089413，声明作废。
●民权县城关镇世兰广告制作服
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1611183702，声明作废。
●四川蜀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卢
氏分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号：J5054000690501，声明作废。
● 清丰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以下单
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1.
名称：清丰县红舞鞋舞蹈艺术培训
中心 证号：2018043 法人：王金
花住所：清丰县黄河路280号主
管单位：清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2.名称：清丰县舞匠街舞舞蹈艺术
培训中心 证号：2018044 法人：
任振雷住所：清丰县黄河路288
号主管单位：清丰县文化广电旅游
局 3.名称：清丰县芳馨艺术中心
证号：2018042 法人：程利远住所：
清丰县黄河路东段路南249号主
管单位：清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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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于2018年10月30日15版

刊登的李晓波诉永峰、赵继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公告中，被告“永峰”

有误，改为：吴永峰。特此更正。

●郑州市昶隆纸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166万元减至686万元，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来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濮阳远洋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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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旗县赵帅农机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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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横涧禄鼎食用菌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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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鹿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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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华正房地产估价咨询有
限公司（注册号411424000012
149)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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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奥亿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代码 91411323MA3X712
73J）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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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许县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的规定，经审核。以下
单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
1.名称：通许县四所楼镇豆豆幼
儿园，法人：杨广辉。
●河南胜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不慎遗失，核准号：J49100
13676401，开户银行：郑州市市郊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虎屯信用社，账
号：00714011900000125，声明作废。
●赵娜警官证不慎遗失，警官证
号：075093，声明作废。
●本人陈占军，于 2001 年 7 月
在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
系毕业，现毕业证书不慎遗失，
特声明作废。
●孔丽亚购买河南长泰置业有
限公司房屋认筹款收据（收据
编 号 0000838、0011680，金 额
86000、150000 元整，日期 2018
年 8 月 15 日、2017 年 6 月 6 日）
丢失，声明作废。
●2017年2月15日出生的李晨
源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17562，声明作废。
●2012年4月29日出生的王伟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47309，声明作废。
●武沐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04440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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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双 11”大促正式打响。
各种促销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针对“双 11”电商大促期间出现的
消费陷阱，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出
消费预警与消费提示，提醒“剁手”前先
要“避坑”。

陷阱一：
预售商品不能退换

预售成为电商引导消费、缓解系统
压力的促销手段，然而部分商家在其预
售的商品中以“不明朗”的方式明确不
能退换、定金不退等。

为避免后期网络维权带来的诸多
不便和周期长等问题，在网上选购预售
商品时，最好点开细则仔细阅读，或提
前咨询店家是否能退换商品。如果店
家严格按照“预售规定”中的条款来执
行，还要慎重考虑可能面临的后果，然
后作出适合自己的决定，千万别只图一
时便宜，上了商家的“套”。

陷阱二：
先提价后降价，虚标原价

价格是电商促销期间刺激消费的
重要因素，电商以预售、定金、满减红包
等各种促销手段让消费者“算不清”。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7 年“双
11”网络购物商品价格跟踪调查体验报
告》显示，在“双11”整个体验周期内，先
提价后降价、虚构“原价”、随意标注价
格的情况较为突出。

消费者在提前购买“预售商品”时
需擦亮眼睛，货比三家，对于心仪商品，
关注平时销售价格，与促销价格进行对
比，看是否存在真正的实惠，以防落入
商家的价格陷阱。对于商家先提后降等
行为，要积极向平台和监管部门举报。

陷阱三：
赠品

购买商品附赠品，购买大家电送小

家电。但赠品往往不在商家的质保期
内，谨防以赠品为由拒绝保修。

消费者在购买下单前，如有赠品附
送的商品，要截图保留商家宣传的活动
页面，以防商家不按承诺发送赠品。法
律早已有明确规定，赠品也要保修。赠
品通常没发票，所以质保卡是赠品保修
时的唯一凭证。消费者在购物时，一定
要让商家在质保卡上加盖公章。

陷阱四：
虚假红包、链接

红包成为电商大促的标配，“双11”
更不能例外，这几天红包、代金券满天
飞。然而，除电商平台外，一些不法分子
也打起了“红包”的主意，部分不法分子利
用社交工具发布红包恶意链接，窃取用户
个人信息甚至偷走用户的账户资金。

要小心这几种红包诈骗：需要个人
信息的红包不要碰、分享链接可抢红包
不要信、与好友共抢的红包需谨慎、高额
红包不可信、拆红包要求输密码是诈骗。

陷阱五：
低价拼团

部分拼团平台充斥着质量差、以次
充好、服务差的问题。由于一般购物金
额不大，出现质量差、服务差等问题，消
费者往往不会积极维权。

社交拼团用户，“双11”期间参与拼

团购物尤其要小心几类常见的拼团陷
阱：一元拼大奖实为抽奖陷阱，商家是
为了骗取下载量；低价拼团实为获取
用户隐私信息；虚假拼团链接可能带
有木马病毒。

陷阱六：
“电商专供”

目前“电商专供”商品存在三种情
形，即同款不同质、同牌不同质、盗用品
牌，应当区别看待“电商专供”商品。

“电商专供”商品与实体店销售的
产品看似一模一样，仔细看会发现颜
色、内件配备或某些功能存在差别。实
际上“电商专供”商品一般是价格较低
而品质稍逊的商品。“电商专供”商品一
般在服装、电器、鞋帽、箱包等品类较
多，消费者要擦亮眼睛。

陷阱七：
下单之后冒充商家客服

发诈骗短信

这类短信仿照官方商家说得有模
有样，有的甚至准确报出买家的个人信
息和网购交易记录，迷惑性很大。

要学会查询官网官方信息。在拨
打商家客服电话咨询时，一定要仔细确
认其是否为官方电话，以免上当受骗。

（中国普法zg_pufa）

邻居之间就修缮问题没有达
成一致，怎么办？

由于邻居家的水管忘关，水就渗到了我家
餐厅墙体上。现在我让他把那一整面墙都修
一下，可他说只修水渗到的那一部分，我们双
方没有达成一致，闹得很不愉快。请问，我该
怎么办？

答：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动
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
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
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
偿。因此，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损
失，承担维修费用。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发现二手房的房屋墙面渗水
可以退房吗？

我之前签了二手房合同并付了定金和首
付，但未过户。前几天下雨了，我才发现房屋
卫生间的墙面渗水，当时房东和中介并未告
知，去看房的时候也都是大晴天所以没有发
现。请问，我可以退房吗？

答：退房是需要以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为前
提，买卖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责任理当由卖
方承担，至于能否以此为由解除合同首先需要
看合同条款是否有约定，如有约定可以要求退
房。但如果没有约定卫生间渗水可以退房，首
先需要明确该问题是否影响到合同目的的实
现，如果通过维修能解决一般就不能要求退
房，反之则可以。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男女朋友之间转过的账能索
回吗？

恋爱期间，男方经常给女方转账汇款，但是
后来分手了。请问，转账汇款的钱能要回来吗？

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该款项的发生原
因，如果约定的是借款，可以要求对方归还。
如果是谈恋爱期间小额的赠与，由于赠与行为
已经完成，则无法要求对方返还。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剁手党”

小心“双11”这七大陷阱

●禹州市伍号凉皮店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注册号411081628493
036，声明作废。
●崔建方军残证丢失，豫军
Q054364，声明作废。
●2018年10月2日出生的陈书
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02138，声明作废。
●王钰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S410029638，声明作废。
●2014 年 10 月 10 日出生的史
煜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99692，声明作废。
●豫A3172Z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17616，声明作废。
●2015 年 11 月 29 日出生的潘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15296，声明作废。
●泌阳县杨相广农资销售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7/6M3XB8X
6K）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虞城县鼎盛瓷砖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14256133
23734，声明作废。

●2013年3月3日出生的张文博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1965339，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庞晓娜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326600082993，声明作废。
●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村民委
员会公章丢失，编号410322002
3557，声明作废。
●淮阳县城关回族镇张庄村民
委员会公章丢失，编号41162600
12298，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文通水电安装队
（统一代码92410323MA45GGT
207）公章、法人章（何文通印）、
财务专用章、发票领购簿丢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141001720043，票号01308135-
01308144（共10份），声明作废。
●商城县快捷汽修中心增值税
普通发票丢失 3 份，发票代码
4100171320，票号09708176、097
08177，发票代码 4100172320，
票号22807689，声明作废。
●平桥区建全制冷家电商行发
票丢失，发票代码4100173320，
票号16167492，声明作废。
●本人曹永建，身份证号：4110241
97311130110，曾于1992年9月至
1994年7月在郑州人民警察学校
公安管理专业学习，因毕业证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毕业证作废。

●郑州骏昌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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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县峰之林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代码91411523MA4

0UHGL83）经股东会研究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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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寻亲公告
●本人周永军，巩义
市鲁庄镇西侯村人，
于2011年10月29日
在巩义市龙王庙后
面空地捡到一名女
婴，皮肤较黑，孩子由碎花包被包
着，后由周永军夫妻收养至今，取
名周成成，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即日起90日内与巩
义市鲁庄镇派出所联系，电话
0371-64439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