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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事假被开除，该咋维权？
我在厂里工作4年了，平常表现很好，上周就因为

有事请假，工厂就让我走人。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
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拒不改正的……你只是因事请假，达不到解除劳动
合同的法定条件。因此，你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
理或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竞业协议未约定竞业赔偿金，合法
吗？

我入职签完劳动合同后，公司又叫我签竞业协议，
但协议中只约定了离职一年内不得从事本行业，而未
约定竞业赔偿金。请问，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答：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
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
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辞职后没有拿到剩余工资，怎么办？
我在一个工厂上班，并且签了劳动合同。一个月

前我辞职了，直到现在工厂还没有把剩下的工资给
我。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该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
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
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
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劳动者
可以向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医疗事故致损。患者因在
医院治疗出现事故而起诉医院
的，患者不用提供证据，由医疗
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
疗过错提供证据。

饲养的动物侵权致损。被
动物伤害提起的侵权诉讼，自己
不需提供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据，
而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
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
错承担举证责任。

高空坠物致损。被高空坠
物侵害 ，你 不 需 要 提 供 证 据 证
明谁造成的过错，由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
责任。

专利侵权致损。发现发明
专利被侵权引起的诉讼，由制造

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
法的证明。

环境污染致损。发现因污
染被侵权而起诉，污染者就法律
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
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
担举证责任。

共同危险致损。侵权人就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缺陷产品致损。产品销售
者或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
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高度危险作业致损。高度
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
实承担举证责任。

（郑州中院zzzy69520401）

注意
这些案件
原告无须提供证据

以下5种情形，原告
不需要找证据

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子女要求
对方支付抚养费的，不需要提供证
据 。 若 对 方 抗 辩 已 经 尽 到 抚 养 义
务，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如何尽的
抚养义务。

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起诉，有
些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
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不用你费心思寻找；用人单位不提
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用 人 单 位 开 除 、除 名 、辞 退 员
工，或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
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发生劳
动争议的，劳动者不服起诉的，由用
人单位举证。

消费者在购买机动车、计算机、
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
耐用商品，接受装饰装修等服务，6
个月内发现商品有瑕疵，因有争议
起诉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
举证责任。

公司欠债，债权人起诉的，要求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由股东证明公司
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债权
人不需要举证。

民事案件中，一般都是“谁主张，谁举
证”，即谁起诉提出请求，谁就提供证据证明。但是有
一些特殊的诉讼，证据是由对方即被告提供的，对方

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以下8类侵权案件，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河南恒之桑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MA44HJ3N
X5，声明作废。
●泌阳县粮源农业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34
11726MA3XDNWA13声明作废。
●新蔡县田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729NA000840X，声明作废。
●田斌的河南省信阳卫生学校
社区医学专业毕业证遗失，证
号：16988341，声明作废。
●河南大别山书画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502MA40H7CP79，声明作废。
●禹州市金桥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有限公司道路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410000000694）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吴志勇，男，身份证号411023
197806264050,1999 年 毕 业 于
郑州警校交通管理专业的毕业
证丢失，特此声明。
●个体户于伟霞营业执照（9241
1082MA4249CE3H）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文通水电安装队
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141001820043，票号01308135-
01308144（共10份），声明作废。
●新蔡县百合鲜花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7
29MA44UM0793，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白河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323150029
4，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米坪农资服务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3000
002250，声明作废。
●刘俊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P411083410，声明作废
●2013 年 2 月 12 日出生的姜
雅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 M412057594，声明作废。
●2017年11月29日出生的何雨
臣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581365，声明作废。
● 宜阳县韩城镇诱惑服装店营
业 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7600079444，声明作废。
●王金金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309609，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23 日出生的杨
嘉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89393，声明作废。
●柘城县竹兰朵竹纤维门市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1424MA44070P1W，声明作废。
●淅川县城镇金龙日杂门市部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6
619065960，声明作废。
●淅川金河兴敏水暖批发部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661
9132947，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信阳市杜河板栗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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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科苑花木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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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别山书画院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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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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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8年10月9日15版刊

登的马代杰诉董平文民间借贷纠

纷公告中，案由“民间借贷纠纷”有

误，改为：“合同纠纷”。特此更正。

●张宪民警官证不慎丢失，警官
证号023987，声明作废。
●张占营遗失许昌市腾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借款票据（客
户留存红联），编号0032369，声明
作废。如因票据丢失产生的一切
法律责任由张占营承担，与许昌市
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聂梓依，女，2017年1月23日出
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Q41
101227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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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76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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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 明
经河南亚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会协商一致通过，原股东
河南康倍宝纸业有限公司同意
将自持的49%股份全部转让给
河南亚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周德顺，并于2018年10月25
日在工商局完成股权变更，自
股权变更日起，河南康倍宝纸
业有限公司正式退出河南亚媒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亚媒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今后的经营
和任何法律经济责任与河南康
倍宝纸业有限公司无关。

河南康倍宝纸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5日

●王亚云，信阳师范学院华锐
学院普通高等学校文秘教育专
业毕业证书（证号1350312013
05186548）、文秘教育专业学位
证书（证号1350342013264536）
遗失，声明作废。
●豫AZ8162、豫AZ773挂营运
证丢失，证号 410183022339、
410183022337，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大贵寺门市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3233000010
02，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封店桥头农资服务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323000009257，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西坪农技门市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330000
0456，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桑坪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315003
93，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农业高科分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3300
003400，声明作废。
●西峡县高丰裕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丹水农资服务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3150
0511，声明作废。

●本人汤改梅，于
2016年4月23日在
河南汤阴县白营镇
高速桥东边路南捡
拾一女婴带回汤阴县古贤镇河岸
村抚养至今。今年2岁半。现寻找
其亲生父母。如有知情者，请速于
汤改梅联系。电话：13603464454

●卢氏县天香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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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双龙湾镇富泰食用菌种植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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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传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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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城市正德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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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金凤岭茶业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9141132659764142

4M）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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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社

旗分公司（统一代码91411327MA

44M76A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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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