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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给胖儿买油炸食品
丈夫酒后杀妻被判刑

4 月 22 日，7 岁明明(化名)在姥姥的陪同
下来到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起诉父亲刘
某和姥姥、姥爷，要求依法继承母亲的遗产，
理由就是父亲把母亲杀害了，母亲名下银行
卡里有 21 万余元存款。

刘某曾因犯罪被判刑 10 年，2003 年刑满
释放。随后，刘某认识了妻子结了婚，一直居
住在新民市张家屯镇农村。2010年，儿子明明
出生了。2015年9月12日22时许，刘某在家中
因琐事和妻子发生争吵厮打起来，刘某持自家
菜刀多次砍击妻子头面部数下，妻子因头部遭

受外力作用，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
说起案发原因，令人惋惜。刘某说，因为

家庭琐事，他和妻子经常吵架，他是头婚，妻
子是二婚。当天下午，妻子给孩子买了不少
油炸食品，因为儿子特别胖，这些天还让他减
减肥。吃饭时，刘某就说了妻子几句，没想

到，妻子急了眼骂了刘某。当晚，刘某喝了一

斤多白酒，妻子喝了两瓶老雪花啤酒。饭后，

刘某哄儿子睡觉后自己在东屋睡着了。

刘某说，不知道几点，感觉有人打他，醒

来发现是妻子，两人便厮打在一起。打了多
长时间，刘某记不住了，拿的什么东西打也
记不住了。他杀死妻子后，刘某给丈母娘和
哥哥打电话。哥哥帮拨打了 110，派出所民
警赶来将刘某抓获。事后，数十名村民联名
写信帮求情，请法院从轻判决。最终，刘某
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杀妻自动丧失继承权
21万全给7岁孩子

法院审理查明，刘某的妻子死亡后，名

下银行卡中留有 21 万余元存款，并有 4 名
法定继承人，分别是儿子明明、丈夫刘某、

父母。2016 年 3 月 3 日，刘某的哥哥代表弟

弟赔偿给刘某岳父 12 万元，刘某岳父曾明

确表示愿意放弃对女儿遗产继承权。明明

姥姥也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继承份额赠与明

明。刘某虽然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提

出书面答辩意见称愿意放弃继承权，并请

求法官在分割遗产时多分给儿子一些钱，

并 将 属 于 自 己 的 财 产 份 额 一 并 赠 与 儿 子

明明。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因故意杀害被继承

人而自动丧失继承权，所以第一顺序继承人

只有明明及明明的姥姥、姥爷。而明明的姥

姥和姥爷都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因此遗产由

明明继承。

刘某妻子名下 21 万元遗产，系刘某和妻

子共同财产。刘某妻子名下遗产应为 10 万

余元。刘某曾表示愿放弃继承权并将自己

的财产一并赠与儿子。因此，法院最终依法

判决 21 万元全部由明明继承。 （沈晚）

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卖家通常会在交房
前将归其所有的家具电器全部搬走。可在
交房后，卖家仍留在屋内的物品是否能视为
已赠与买家？近日，上海市一中法院审结了
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件。因在合
同中未明确约定屋内物品的归属，卖方交房
后欲要回屋内的家具电器，买方却认为这些
物 品 已 随 屋 附 赠 。 家 具 电 器 权 属 到 底 归
谁？法院通过判决给出了答案。

2015 年 7 月 21 日，张斌及其妻刘莉将他
们名下的一套房屋卖给李捷，很快双方签订
好合同、付清房款，并于同年 8 月将房屋过
户。2016 年 6 月 27 日，张斌比原定时间提前
3 天将房屋钥匙交给了李捷，李捷也迫不及

待地搬入了新房。
就在她搬进新房的第二天，刘莉却找上

门来，要搬走屋内物品。李捷拒不同意，她
认为当初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没有列明
屋内的家电怎么处理，既然房子都已经过户
了，屋内物品所有权也就附属移转了。双方
一时争执不下，刘莉提出签署一张补充字
条，载明：“房子按合同给你，至于装修的其
他东西（软装类，硬装不破坏），我一并拆
走”，李捷也在字条下方签了字。几日后，张
斌前来要搬走字条约好的“软装”，双方又生
分歧。于是，张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
捷归还屋内的全部家电和部分物品，包括空
调、冰箱、消毒柜、水晶灯、洗漱台、米柜等。

在一审过程当中，张斌提出自己为了对
方考虑，实际交房时间比约定的还要早 3 天，
才导致没来得及搬出家电。而对于张斌的说
法，李捷辩称，当初房子早就过户，但张斌一
直不腾出来交房，张斌要是想搬走屋内的东
西早就可以搬了；后来虽然又签了字条，但是
其是被迫签的。退一步说，即使要搬，也只能
搬走“软装”，不能包括家电和其他硬装。

一审法院认定，由于李捷无法证明自己
是被胁迫签署的字条，故字条有效，可以认
为双方通过协商，对屋内物品归属问题达成
了一致。至于字条中的“软装”，在一般理解
当中应是区别于基本不可移动的硬装而言，
主要包括家具、饰品、灯饰、布艺织物、花艺

及绿化造景。因而认定李捷应返还张斌水
晶灯、洗漱台、米柜。但对于张斌其他物品
的返还请求没有获得支持。张斌不服判决，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中，张斌认为，合同总价款中
没有包括家用电器部分。李捷辩称张斌交
房后对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权就已丧失。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首先，张斌已按照
合同约定，将房屋于 2015 年 8 月 23 日过户至

李捷名下，履行了转移标的物的义务。从双

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看，有关屋内的设备、装

饰等如何处理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房屋总价

中也不包含家用电器。空调、冰箱与消毒柜

作为屋内的家用电器，既不属于不动产，亦

非装饰装修，不能认为已随房屋一并出售给
李捷。其次，从双方签署的字条内容看，也
难以解读出张斌将电器赠与李捷的明确意
思表示，故不认可李捷辩称张斌对房屋及附
属物的所有权已丧失的意见。据此，上海一
中法院作出判决，李捷返还张斌空调、冰箱、
消毒柜等家电。（文中当事人为化名）（上法）

妻子名下留有存款，丈夫杀妻获刑丧失继承权

法院将21万元判给7岁儿子
利用捡来身份证
骗领信用卡透支

江西一女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获刑

江西省玉山县一女子叶某因路拾他人身份证，便伪造相关
资料到银行骗领信用卡，被玉山法院以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
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万元。叶某不服提出上诉，日前，
二审法院改判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

被告人叶某于 2010 年底拾到黄某的身份证。2011 年 3
月，叶某使用对方的身份证，伪造相关资料，到中国农业银行
玉山县支行骗领了一张额度为5万元的信用卡。2011年7月，
叶某采用同样手法骗领一张额度为 2000 元的建行信用卡。
2015年6月15日，黄某发现自己农行账户上的1.3万余元被扣
用于偿还信用卡。次日，黄某通过查询得知叶某冒用自己身
份信息在中国农业银行玉山支行办理了信用卡并透支，于是
报警致案发。

截止 2015 年 6 月 18 日，上述两张信用卡，其中农业银行
信用卡共欠本息 53281.27 元，建设银行共欠本息 1969.15 元。
叶某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全部还清两张信用卡的透支本息。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均认为，被告人叶某其行为已构成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叶某处以 2 年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1 万元。后叶某上诉。二审期间，叶某积极
交纳罚金，并取得了被害人黄某的谅解。据此，二审法院遂
作如上判决。 （中法）

只因妻子给儿子买了油炸食品，刘某担心这对本来就有点胖、
正在减肥的儿子不好，夫妻酒后发生争吵。刘某持刀将妻

子杀害，妻子名下银行卡中留有 21 万余元存款。7 岁儿子将刘某起诉
到法院要求依法继承财产。8 月 17 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公布判决认定，刘某因故意杀害妻子丧失继承权。

交房未搬走的屋内物品归谁？法院判决——

没有明示赠与 仍归卖家所有

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武汉海事局发布消息称，近期有媒体报
道海事职工“吃空饷”，该局迅速开展了初步
调查核实，确认报道涉及职工系该局已辞职
的公务员崔某。该局表示将依法依规进行
全面彻查，一经发现违规违纪情况，将严肃
处理。(8 月 20 日中新网)

从官方的初步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海事局
按规定扣发了崔某的相关津贴，“吃空饷”似不
存在，崔某已于近期辞职，目前未见有处理结
果。不过媒体报道表明，崔某病休期间在一家
餐馆当店长，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来，晚上九点

钟才回去，全程管着这家店。雇用他的老板也
证实，尽管双方没签劳动合同，但工资一直都
发。而且崔某本人也承认干了有一年。可以
确认的事实是，崔某在外兼职取酬了。

单位人性化管理，批准休病假。崔某疾
病是否治愈不得而知，既然能干兼职也该能
上班，其做法不仅不妥，甚至违法。公务员
法两个条款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
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
组织中兼任职务”，“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在老板那儿兼职并领工资，崔某的行为明显

与法律相悖。不过，崔某单位人事部门表
示，其行为“并没有违反公务员法，处罚也没
有依据”，还是令人诧异。

应该说，处罚是有依据的。《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第27条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
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
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处分。对照这一规定，处分应无疑问。

诧异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媒体到海事
局采访“4 天”后，崔某提出辞职并获批准。

不早不晚，辞职时间有些蹊跷，也可能纯属
巧合。不过，单位批准辞职，也涉嫌违法。
公务员法第 81 条规定“正在接受审计、纪律
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不得辞去公职。

当事人还是一名党员，其行为同样违反
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全面从严
治党的当下，单位没有进行行政处理，纪检
部门也不应忽视，两道关口总不至于把不
住。纪律挺在前面不能成为空话，希望这事
别弄成“一辞了之”。 （检日）

据报道,深圳市福田区一家艺术培训学校
的家长投诉称,近日在该校一名老师的带领
下,家长陪同学生前往新加坡参加了一项“国
际比赛”——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
艺术节。家长们发现,参赛的都是国内学校小
孩,不像国际比赛。家长认为主办方有虚假宣
传嫌疑。该活动一位负责人表示,公司之前已
举办过13次,“最开始是单纯的比赛,但后来家
长有需求,就发展成了“比赛+旅游”的模式。

学生家长要有慧眼,但更要严惩“挂羊头、
卖狗肉”举办“山寨赛事”的组织方。 (法日)

山寨赛事

河南省荥阳市是全国闻名的建筑机械
之乡，上世纪 90 年代，最初有一批做机械的
工厂转行做了游乐设备，之后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这个行业。如今，在荥阳多个村聚集
了一批翻新大型游乐设备的厂家，他们用低
价从各地回收二手大型游乐设备，自行翻新
加工后出售，往往能获利一倍。(8 月 21 日

《新京报》)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对大型游乐设施制

造、安装、改造、维修实行许可制度，经营者
及从业者应该取得相应资质。而根据报道
可知，荥阳市的这些厂商均未取得相应资
质，属于典型的违规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

这些大型游乐设施一旦发生安全事故，造成
人员伤亡，游乐场的经营者、设备的制造者
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即
便未发生安全事故，生产者也应承担行政责
任或者刑事责任，相关人员因此被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刑的例子并非没有。

翻新游乐设施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呈泛
滥之势，主要原因并非缺乏相关法律制度，
而是当地有关部门怠于履职。据报道，这些
厂商大多没有任何资质或者借用他人资质，
甚至需要在设备上做手脚以达到免检目的，
而这些规避手段并不是多么高深的技术，只
要基层政府或执法部门稍尽责任，就能够发

现并予以取缔。报道指出，2012 年 6 月份，荥
阳市就对此进行过综合整治，关停相关企业
64 家。如今，类似的翻新手段死灰复燃，可
见运动式执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当地政府还是应正视问题、补足
短板，建立长效机制，有效地查处违规生产、
销售行为。可考虑建立网格式监管模式，除
质检、工商部门外，网格负责人也应承担相
应的举报监督责任，及时反馈辖区内有关企
业、个人的经营行为，对违规者露头就打，
让其得不偿失。做到监管不留空白，让翻
新游乐设施失去市场，少一些对消费者的
潜在危害。 （法日）

治理骚扰电话
须“内外兼修”

“大哥你好!地铁口新推商住两用房有需要吗?价格优惠

……”相信大多数人都接到过类似电话。“12321 网络不良与

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数据显示,去年 6 月至今年 4 月,该中

心收到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约 1.6 万件次。骚扰电话已

成为社会肌肤上的一块“牛皮癣”,怎么远离、怎么根除,已成

为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治理骚扰电话必须做到“内外兼修”。首先有法可依,应

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工信、工商、公安等监管部门

要形成持久有效的联防联动机制,谨防“九龙治水”。其次运

营商也要加强自律和管理,从技术上体现“道高一尺”。公众

更应提高自身的安全和警觉意识,遇到电话陷阱及时举报,从

自身做起,成为治理骚扰电话的重要力量。 (检日)

失职被骗 罪责难逃
日前，身为某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宋某，在签订、履行合

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短短 3 个月内被两拨人诈骗了

近两亿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因构成“签订、

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宋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因为自身严重失职，给了骗子钻空的机会，致使国家利

益蒙受重大损失，本质上是一种严重失职。事后再辩解是疏

忽大意，也不能成为脱罪的理由。这也警示相关岗位工作人

员，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事项上，务须慎之又慎，不能玩忽职

守、疏忽大意。 (湖报)

用服务行政理念
消除奇葩证明

安徽合肥一年轻妈妈孔令群,她的户籍栏上性别信息为

“男性”。自 2010 年起,她前去派出所更改户籍信息,多次被

要求提供“性别鉴定证明”,证明自己是“女性”。合肥市公安

局新站分局回应称,基层户籍民警对性别变更政策理解不透,

对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意识。当地派出所核实相关情况后,

于 8 月 7 日已更正相关信息。目前,孔令群的户籍问题已解决。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政府部门还在要求群众像孔令群那

样提供“性别鉴定证明”,这更凸显了树立“服务行政”理念绝

非一朝一夕之事,政府部门必须对此久久为功。如此,让群众

不堪重负的各类“奇葩证明”才能真正绝迹。 (法日)

打击使用童工
应成全社会共识

据报道，“村子里的家长没什么童工概
念，其实家里也没指望我能挣多少钱，反正
上学对于我已经没啥出路，还不如出来闯
闯，总比在家干吃闲坐着强。”出生于河北
邢台市内丘县农村的李成(化名)告诉记者，
像他这样未满 16 周岁就出来打工的，村子
里有好几个。（8月20日《法制日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规定：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
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
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否则，就是非
法使用童工，理应受到查处。

虽说法律禁止使用童工，但有的用人
单位与童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打法律擦边
球，规避检查，达到非法用工目的。而一
些监管部门抱着“民不举官不追”的消极
态度，怂恿了非法使用童工行为的泛滥。
当然，这中间也不乏一些用人单位只讲究
用人成本，追究利益最大化，非法使用童
工。殊不知，《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
定，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义务教
育法》也明确规定，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受
教育权。可见，打击非法使用童工应该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

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进一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禁止
使用童工规定、刑法等法律法规知识，以
提高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守法经营、依法
用工的意识。另一方面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对非法使用童工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一旦发现使用童工者，一律严厉打击，切
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青日)

公务员兼职不能一辞了之

翻新游乐设施 监管不能留空白

（上接 1 版）在办理这起信访案件时，三亚市信访局坚持
攻心为上，稳定业主情绪，防止矛盾激化，并及时向业主反馈

信访办理进展和结果，使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透明公开，赢

得业主们的信赖和支持。

“只要真心想解决、方法得当，办法总比问题多，再难的
事都能得到有效化解。”陶凤清感慨而言。

“上访户”变棚改“推动者”

为解开信访人“心结”，三亚还积极探索创新领导干部接
访下访模式，推动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切实把问题
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当地。

“现在政府政策好，大家都愿意接受，早点搬离危旧房，
也能早点安心。”去年，三亚东方花园的业主终于和破旧的危
房说了“再见”。这是三亚实行领导干部带案下访，成功化解
矛盾的一个信访范例。

2014 年初，东方花园小区的业主代表就开始上访，反映
该小区房屋鉴定为 D 级危房，希望政府将小区纳入危房改
造。由于危房改造涉及规划、国土、住建等多个部门，手续复
杂，推进改造困难重重。2015 年，在三亚市领导大下访活动
中，市领导亲自带队下访到东方花园小区，现场查看危房情
况，向居民详细了解情况，当场拍板将该小区列入 2016 年棚
户区改造，并就棚改的政策问题逐一进行现场答复和解决。
结果出乎意料，原来带头上访的业主代表，在领导下访听诉
排忧解难后，成了棚改的“推动者”，积极协助棚改办工作人
员做拆迁动员、维护秩序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