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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
让民法典更好保护人民权益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民法典草案
共收到 13718 位网民提出的 114574 条
意见。”这是2020年4月22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透露的数
字，可见民法典立法的参与之广。

民法典草案于2019年12月28日至
2020 年 1 月 26 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
公开征求意见。

岳仲明透露，公众提出了很多与社
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意见：建议明确
小区车库、车位的归属；建议进一步降
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表决要求；建议
对居住权制度作进一步完善；建议严格
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对有关条款的
表述进行研究；建议对胁迫婚姻的撤
销，规定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撤销权；
建议增加试收养规定；建议降低录音录
像遗嘱的形式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的痛点难点问题，是民法典编
纂牢牢把握的关键所在。“对于公众提出
的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
合理意见建议。”岳仲明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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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信阳禹申机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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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广生农产品购销专业
合作社（注册号 411122NA000
278X）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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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文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729MA44U
47P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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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皓润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914101060547093
49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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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有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车辆豫 A6851Y，编号
xl-3448-1105郑州市建筑垃圾
处置（运输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郭俊杰营业执照(注册号411628
611035267)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师萱琪，房屋所有权证（郑房
权 证 字 第 1401184414 号）于
2020年5月1日不慎遗失，房屋
坐落：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127
号院 5 号楼 2 单元 13 层 1302
号，声明作废。
●师盼盼，2010年9月16日与
河南捷宏置业有限公司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10682534）于 2020 年 5 月 1 日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锦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武
陟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41082
3000023593）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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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人张恒云，
男，1976 年 8 月 12
日出生，家住新乡
县七里营镇八柳树
村，张恒云于2017
年9月28日在兰州新区大学城附
近捡到一名男婴，取名张林凡，现
寻找其亲生父母。如有知情者
联系张恒云，电话13598690177。

●缴款人于小平于2019年7月

15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1001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950

017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

据不慎丢失，由此所造成的一

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杜富有于2019年7月

15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1001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2950

018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不慎丢失，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朱雪菡《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0912401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安运输有限公司豫

PY0993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61063，声明作废。

●河南东达运输有限公司豫

PM685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38861，声明作废。

●平顶山美香厨炊具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4034050241）、财
务专用章（编码4104034050242）
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舞阳县清真食品管理办公
室公章作废，编号41112100026
15，特此声明。
●2008年5月6日出生的姚鑫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L410098188，声明作废。
●河南龙润物流有限公司豫
QD1518 车营运证丢失，证号
411721024387，声明作废。
●2002年12月15日出生的张一
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A410668583，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猎狐者都市户外经
销部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0592600901412，声明作废。
●安阳中燃宏洁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不慎将两本收据遗失，收据
编号为：HZ2017030651至HZ2
017030700、HZ2017031201 至
HZ20170312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寻亲公告

●河南大河智慧城市配送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326870882R，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0万
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西华县供销合作社西华营加
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遗失，证号：豫周危化经字
【2015】038，声明作废。
●河南百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汇鑫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
豫P6A030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3130，声明作废。
●豫AB0987营运证丢失，证号
410183028028，声明作废。
●2017年9月19日出生的黄玺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2120737，声明作废。
●2013年5月13日出生的田慧
如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764927，声明作废。
●李付军位于舞钢市朱兰干休路
南段西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丢
失，证号2003096号，声明作废。
●河南钢洋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法人章（杨旭）丢失，声明作废。

蹄疾步稳
民法典立法之路一步一个脚印

时光回溯到2014年10月，编纂民法
典——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了这一重大立法任务。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第
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
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
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

2016 年 6 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民法典
编纂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2017 年 3 月，民法典编纂完成了关
键的“第一步”。作为中国民法典开篇
之作的民法总则，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表决通过。

2018年 8月，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
步”，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包括 6
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1034条。

此后，2018 年 12 月、2019 年 4 月、
2019 年 6 月、2019 年 8 月、2019 年 10 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
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
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

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中国民
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本《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摆放在与会人
员面前。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 2017 年制定
的民法总则终于“合体”面世。

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
纳物业费、处理离婚纠纷……几乎所
有的民事活动都要能够在民法典中找
到依据；从国家发展看，我国农业社
会、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并存。因
此，编纂民法典被喻为“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

2016 年，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
法程序之前，我国已修改婚姻法，出台
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物
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
为编纂工作打下基础。

法随时变。民法典立法适应发

中国民法制度
将迎来新时代

适应发展
民法典编纂要把复杂的
系统工程建设好

展、与时俱进。“编纂民法典，既不是
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
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民事法律
规范进行系统性整合、修改完善，既
需要保持现行法律的稳定性，也需
要适应新情况进行适当的立、改、
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
有关负责人介绍。

从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
到强化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从将
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
特别法人 3类，到新增非法人组织为
民事主体；从增设个人信息保护条
款，到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从人格权独立成编强调维护公民人
格尊严，到增加物业服务合同、保理
合同等；从明确禁止高利放贷、禁止
性骚扰，到解决高空抛物难题，保护
人民“头顶上的安全”……

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法律中
作出规定。民法典立法，对已经不
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
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
的新规定。

民法，社会生活的记载与表达。民法典，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民法典草

案即将提请审议，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我国的民

法制度也将迎来民法典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