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审理的一起
民事纠纷案件受到不少网友关注。

杨某与李某都是女性，曾同为西安某
文化传媒公司股东，杨某还兼任该公司总
经理秘书。两人共同加入了该公司为工作
建立的一个微信群。

2017年11月，李某因公事在群内发泄
不满，并对公司总经理何某（男性）恶语相
向。杨某作为何某秘书，对李某进行劝
解。李某在群内发言：“有的人站着说话不
腰疼，拿着别人的钱花着，说些冠冕堂皇的
话，同吃一口饭，同睡一张床，说话同口气，
品行连×都不如……”随后，杨某以李某在
微信群内公开诽谤，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将
李某起诉至未央区法院，要求李某在微信
群内公开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其名誉，并
要求李某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庭审中，李某辩称其并未指名道姓针对
原告杨某。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微信群发
布的言论虽未直接指明对象，但结合信息发出
的时间点、回应内容及聊天对话人，可以认定
李某的发言是针对杨某。李某的发言具有侮
辱诽谤性质，该微信群内有近50名成员，均为
杨某、李某同行业的经理人及熟人，具有特定
性，李某的公开发言在一定范围内会对杨某的
名誉造成不良影响，降低杨某的社会评价，李
某的行为构成侵权。

最终，法院判令李某在原微信群内向
杨某赔礼道歉；考虑到微信群的受众范围
有限，不如微博或网络论坛受众广，对于杨
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予以支持，
判令李某赔偿杨某100元。宣判后，原、被
告均未上诉。

法官释法：公共空间，口无遮
拦要担责

该案办案法官方圆说，言论自由不是

情绪宣泄自由，在公共空间，针对他
人或特定群体发布不当言论，如果超
越法律红线，符合名誉侵权构成要
件，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
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
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微信群等公共空间，口无遮拦，侵
犯他人的名誉权，就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
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这些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合并适
用。

本案中，李某为自己的口无遮拦
付出了代价，不但要向杨某公开赔礼

道歉，还要支付赔偿，可谓得不偿失。

诽谤他人，情节严重或构
成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
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通
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行为，被害人
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法院可以要求
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正所谓“祸从口出”。随着微信的
普及，各种不同圈子组成的微信群越建
越多。有的人认为，在微信群这样的网
络虚拟空间，言论不受约束。其实不
然。近年来，因为在微信群“乱说话”而
惹上法律纠纷的案例屡见不鲜。无论
在现实社会还是网络空间，以辱骂、讽
刺等形式损害他人名誉，都要付出代
价，轻则承担民事责任，重则构成犯
罪。

（郑州中院 zzzy695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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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孩子过继给别人，需要征得前
妻同意吗？

我和我老公婚后至今没有孩子。最近，我
老公的弟弟离婚了，想把他的孩子过继给我
们。请问，这事要征得孩子母亲同意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条规定：“生
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
或者查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因此，你们收养弟
弟的孩子要经过孩子母亲的同意。（记者尚迪）

对工厂产品过敏，主管不同意我
辞职，我该怎么办？

我在一家生产塑料包装袋的工厂打工，塑
料包装中含有有害成分，导致我皮肤过敏长痘
痘，而且越来越严重。我去辞职，主管不同意。
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以暴
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
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
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如果
这份工作危及你的身体健康，你依法有权立即
辞职，无需经主管同意。 （记者尚迪）

买身份证日常使用，会有什么风
险？

我在外地出差，没带身份证，干什么都很不
方便。当地一家旅馆的经理说可以给我介绍一
个人，从他那里可以买到身份证。我买身份证
只是为了方便日常使用，不会从事违法活动。
请问，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吗？

答：购买身份证是违法行为。根据居民身
份证法的规定，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
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记者尚迪）

微信群发泄不满被判赔偿

公共空间，不能口无遮拦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本栏目诚招合作法律顾问 合作电话：13939003188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声明公告
●河南豫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21207683
36669，声明作废。
●河南铭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将中国民生银行郑汴路支
行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
698165822，核准号：J49100512
33701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锐锐饰品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01
04600833608，声明作废。
●李晨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Q411190827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滋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阳人民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130005093501，声明作废。
●李玉红丢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92410225MA4417352X声明作废。
●安阳市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豫国税安龙字：41050658173
2532，声明作废。
●安阳市北关区怡泽堂食品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503MA44LP6L
0J，声明作废。
●濮阳县户部寨镇伟强门市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1092862632
3219），丢失，声明作废。
●葛晓军不慎遗失豫 EYV303
道路货物运输证，证号：4105270
08126，声明作废。
●滑县大寨乡保振手机销售门市
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10526600931669，声明作废。
●滑县大寨乡景攀手机通信专营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10526600981897，声明作废。
●郑州欣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259626016
0L，声明作废。
●刘文，豫LV238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11020097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汝阳县内埠镇果满园种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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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兴和发艺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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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万美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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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茂源毛发收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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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百灵种植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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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富强养殖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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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世昌农技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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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习城乡供销合作社文生农资
店经投资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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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金汇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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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东霖伟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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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锦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解散，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赵
莲芳、金海组成，清算组负责人：
赵莲芳，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赵莲芳，电话：13883723355。

●舞钢市金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30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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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天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 91411729MA3X41A6XK）经
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伍佰万圆整减至伍拾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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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氏县城关光大工艺品装饰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224610095375，声明作废。
●河南葵丘会盟传统文化开发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91411421
MA3XF7LW9J）遗失，声明作废。
●民权县人和镇金良种植专业
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934114
2132687666XE），声明作废。
●武陟县立鼎众商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9141082
33495587288），声明作废。
●武陟县富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823NA000329X，声明作废。
●虞城县明辉电动车行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1
425MA3XDTDL70，声明作废。
●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振伟蛋
鸡养殖场营业执照正副本（4102
12617275568）遗失，声明作废。
●杞县鑫兴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代码：
G1041022100008960Z，声明作废。
●濮阳县户部寨乡顺安农资专
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410928
NA000108X）遗失，声明作废。
●高国军营业执照正副本（4116
22621164499）遗失，声明作废。
●高文波税务登记证正副本（4123
21196810222216）遗失，声明作废。
●陈香丽营业执照正副本（4116
22621079274）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华源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豫P0B11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0747，声明作废。
●周口市盛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豫 PX0629 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74270，声明作废。
●上蔡县苗香芝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34
11722MA3X97FY42，声明作废。
●2012年2月6日出生的王子龙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1471953，声明作废。
●河南省豫剧板胡艺术中心，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
（登记证号：52410000694850455
R）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安阳市恩凯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解散，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吴
艳萍、金海组成，清算组负责人：
吴艳萍，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吴艳萍，电话：13937215567。
●安阳市邻里邻居企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解散，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胡伟玲、金海组成，清算组负责
人：胡伟玲，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胡伟玲，电话：13783810188。
●安阳市诚者成商贸有限公司
（91410506317404580E）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王振，电话：13513723793。

●安阳市普吉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胡国
忠、金海组成，清算组负责人：胡
国忠，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
胡国忠，电话：13526185388。
●安阳戈盛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胡伟玲、
金海组成，清算组负责人：胡伟
玲，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胡
伟玲，电话：13783810188。
●安阳市吉风文化传媒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解散，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胡
国忠、金海组成，清算组负责人：
胡国忠，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胡国忠，电话：13526185388。
●淅川县怡江园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统一代码93411326MA
3XC9TK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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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云河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411323000025377）经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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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晟源旧机动车交易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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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润泽种植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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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静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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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8年5月4日14版刊
登的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
公告：变卖日期更正为2018年5
月20日10时至2018年7月19日
10时止；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
式更正为：自2018年5月10日至
2018年5月17日止（节假日休息除
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本院联系
统一定于2018年05月18日09:
30-11:30时安排看样。特此更正。

●宜阳县韩城镇玉波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32
7600107005，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28日出生的曹颖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P41090
4195，声明作废。
●洛阳市吉利区胜昊通讯器材店
发票丢失，票号11836588、代码
号141001620043，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4日出生的杨华宇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O4111
37185，声明作废。
●张嘉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0138380，声明作废。
●2016年1月31日出生的李果
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107679，声明作废。
●2014年6月6日出生的尚梦露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277072，声明作废。
●民权县龙塘镇迪丰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票丢失，发票代码41001
74320，票号21429466，2142946
5，声明作废。
●2014年2月15日出生的张煜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61340，声明作废。
●2016年1月11日出生的王承
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19781，声明作废。
●2010年11月5日出生的申傲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K4101
63184，声明作废。
●新蔡县静怡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411729NA
000445X）、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汝阳县三屯镇海龙手机维修中
心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32600052001，声明作废。
●2013年6月9日出生的石子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N410864087，声明作废。
●河南中欣盛食品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5064000364501，声明作废。
●驻马店印象蔡州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14
11723MA4562445D，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