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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公告:夏南南,张振,杨鹏,黄奥琪,
陈庆,雷志强,姜昆,程洋洋,彭雷,
王武汉,刘金鹏,刘云飞,陈彬,李
洪振,陈磊,陈毛宁,卢卫彬,吴鑫
磊,胡锦成,张海瑞,许玉琨,张志
强,蒋沙,李志苇,周艳丹,崔佳,姜
振,窦召阳,贾宗宗,姚站飞,吕有
全,杨占伟,苏鑫,杨昊,刘永亮,郝
南南,代二蒙,冯泽生,刘涛,赵海
楠,张锋,王凯,陈文杰,谢燕子,吴
龙;通知以上人员于2021年5月
1日之前前来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不来者,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

●中牟县兆昌生态鲜羊地锅城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12
2600396452)丢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楚豫超市（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82MA41FH34
5F）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邵武军将河南康馨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的汝州市普罗
旺世24号楼2单元801的装修
押金付款收据(收据号50677
93金额:2000元)丢失作废。
●河南科万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郑州朗鑫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2018年3月13日开具
的3CE租金保证金（收据一张
NO.0029568，金额：10000元）
该票据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刘爽,房屋他项
权利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直属支行,房屋他
权证1207023236号他项权
证遗失,房屋坐落: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朝凤路1号16号楼9
层904，特登报声明。
●遗失声明:本人孟繁荣不慎
将孟庆丰购买高新信息技术
产业园项目开发的5号楼1单
元810房所签订的《高薪SOHO
订购协议》一份及交款收据4
张(收据凭证:①凭证号码为043
6663,②凭证号码为0269786,
③凭证号码为0269765,④凭证
号码为3024650)遗失,特此声明。

●本人:陈珍丽(41022119790729
5945)购买:新乡碧桂园三期36号
楼1单元19层11901号,因保存不
善，所有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高安斌遗失河南教育学院本
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96446
03，批准文号【84】教师字
003号，声明作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财务信息
管理专业09级学生苏会娟毕
业证丢失,毕业证编号:13790
1201206000028，声明作废。
●河南金天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郑州市建筑领域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
书一份，编号：0002333，
工程名称：河南海轮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2号住宅楼，
缴款金额：129546元。原件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金天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郑州市建筑领域
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
书一份，编号：0022535，工
程名称：河南康晖置业有限
公司-香山公寓1#、2#楼，缴
款金额：41903元。原件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汉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法人章（秦建
文），声明作废。

●韩怡然，男，出生时间为20
09年6月21日10时3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 J410
622542）丢失，声明作废。

●因本人杨小新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0790959）的办证

联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宋芳遗失新乡医学院口腔医

学专业毕业证,证书编号10
4721201006000161声明作废。

●孙伟雷，河南森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执业证号:14110201510
458740，执业证丢失。特此声明。

●贺草原，2009年9月11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 J410404356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巩义市孝义琳娜罐馍店遗失

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

编号 JYDJ241018109000050
声明作废。

●编号为N410671920姓名:金
采葳,出生日期2013年10月02
日11点15分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郭鹏辉,不慎遗失与洛阳慧创

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2019
年11月19日签订的中德科技

园项目8号楼B户无理由退房

承诺书，特此声明作废。

●魏书珍(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

办事处凤凰台村96号)2014
年向河南大陆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郑州凤凰茶城缴纳

的履约保证金(押金贰万元整)
收据遗失,票号为0015682，现
声明作废。

●周磊霆，2015年1月2日出生，

编号为O411889354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0246918，姓名为

贾欣凝，女，出生日期为2015
年05月16日08时18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J412700811，姓名为

贾诗琪，女，出生日期为2011
年03月26日10时21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李昊轩，2015年2月8日出生，

编号为P410050371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伯特利净水材料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910022639502，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嵩山南路支行，账号：2468
118353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郑州崛鑫商贸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单位税控盘，

税号91410103MA4486C47G

●王振兴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第三方协议书，学号1
11007231，声明作废。

●洛阳高新恒力电气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分公司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公章及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2015
年12月10日早上
6点50左右在荥

阳市王村镇后殿
村路边捡一弃婴

女,粉花褥子包裹,随身没有任
何身份信息，收养至今，现
寻找孩子亲生父母，如未认

领将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联
系人：王森，13503849038

着急：前房主户口没迁走，
市民卖房要赔违约金

市民杨先生住在郑州市南
阳路230号开元小区，房子是
他在2014年买的二手房。今
年年初，杨先生准备把房子卖
掉，通过中介找到了买主，双方
在3月13日签订了房屋买卖
合同。就在签合同时，杨先生
注意到合同里有这么一条：甲
方应在房屋所有权转移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办理该房屋内
原有户口迁出手续。否则应向
乙方支付房屋总价款5%的违

约金。
这时候，杨先生突然想起

来：这座房子里不单有自己一
家人的户口，还有前房主一家
三口的户口，到现在也没迁出
去。

杨先生说，当年他买房时，
根本没在意户口的事，自己的
户口也一直没有迁入。直到
2019 年，考虑到孩子上学问
题，才想把户口迁过来。当时
去派出所办理时，就发现房子
名下落的有别人的户口。一问
才知道，对方是他前任的前任
房主。

“她是第一任房主，从
2000年小区建成到现在，这座
房子已经转手三次了，但她的
户口一直都没迁走。”杨先生
说，他后来联系上了对方，请她
把户口迁出，“一开始答应得好
好的，但就是不行动，我打了好
多次电话，每次电话一通，她总
是说在开会、在开车、这段时间
很忙等等，到现在已经两年多
了。”

现在，杨先生已经签了卖
房合同，房子也刚刚完成了过
户。如果前房主再不把户口迁
走，自己就要赔偿总房款5%
的违约金，得有5万多块钱。

进展：民警出面协调，前房
主答应一周内把户口迁出

最近几天，着急的杨先生
多次和对方联系。“她可能是嫌
我烦，直接把我电话号码拉黑
了。”杨先生说，这让他有点生
气：“你的房子卖了，把户口迁
走，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她现
在不迁不说，还把我的电话拉
黑，最后还是我赔违约金，哪有
这个道理？”

无奈之下，杨先生选择了
报警。4月12日下午，南阳新
村派出所的民警联系上了对
方，对方在电话中表示，此前自
己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抽出
时间去办理户口迁出。最近杨
先生又联系她后，她也去现住
地派出所了，但民警说她的结
婚证上有一些字迹问题，无法
办理户口迁入，需要自己回老

家一趟先解决结婚证问题，自
己现在还没抽出时间。

在民警的协调下，对方最
终承诺在一周之内把户口迁
出。不过杨先生心里还是有些
打鼓，毕竟有了此前被一推再
推的经历，这次对方能不能守
诺还不好说。

政策：户口“空挂”会有哪
些影响？前房主户口能否
强制迁出？

事实上，很多市民在买卖
房屋的时候都没在意房屋名下
的户口。一位户籍民警告诉记
者，类似这种房屋卖出后，户口
没迁走的现象，叫“空挂”户。
从户籍管理上来说，不会对新
房主产生任何影响，新房主一
样可以落户，只是在心理上可
能会不舒服。

不过杨先生也有自己的担
心：毕竟是别人的户口落在了
自己家里，如果牵涉到一些纠
纷，对方按户籍地址找上门来，
岂不是给自己家带来了麻烦？

此外，如果其他市民也遇
到类似情况，比如前房主联系
不上或者拒不迁出，派出所能
否强制把对方户口迁出呢？毕
竟房子现在是自己的。

对此，该户籍民警表示，户
口迁出是自愿的，需要本人来
申请，派出所没有权力强制将
市民的户口迁出。

记者通过查询了解到，目
前在一些省外城市已有户口强

制迁出的规定。比如上海市在
2018年公布了《上海市常住户
口管理规定》，其中明确：房产
交易后，现权利人或者承租人
申请将房屋内原有户口迁出，
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对拒不
迁出或者无法通知的，可以直
接将其户口迁至社区公共户。

不过，记者多方咨询后获
知，目前河南尚无类似规定。

说法：前房主如未迁出户
口，违约金损失谁来承担？

河南继春律师事务所的丁
玉良律师认为，根据合同的相
对性原则，为第三人设定义务
的合同条款，需经第三人追认，
如未经第三人追认，则该条款
对第三人的效力待定。

具体来说，本案中合同要
求迁出房屋内户口的约定，除
了给杨先生设定了迁出户口的
义务外，还给前房主，也就是第
三人设定了义务。在前房主未
追认的情况下，该条款对前房
主不生效，不能强制前房主迁
出户口。但是，在杨先生告知
该合同的情况后，前房主答应
了迁出户口，则视为是对合同
条款的追认行为。在这种情况
下，该合同中关于迁出户口的
约定已经对前房主生效，因此
前房主有配合迁出户口的义
务。如因前房主不履行该义务
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应由前房
主承担。杨先生应当配合买
方，提供相关证据直接起诉前
房主。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丁丰林

房子已经住了五六年，但是前房主的户口一直没有迁
走。今年初，杨先生准备卖房时，注意到合同里面有一条：
自己要保证在房屋过户20天之内，把房屋内的户口迁
出，否则要赔偿总房款5%的违约金。

杨先生赶紧联系前房主，可对方一推再推，迟迟不去
办理，眼看着合同规定的期限越来越近，自己要赔5万多
块钱，杨先生是越想越着急！

前房主户口未迁，现房主卖房要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