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婚诉讼期间抢走儿子藏匿

2011 年，赵楚和乔娜结婚。次年，在生
下儿子小晨后不久，两人开始不断地因为家
庭琐事发生争吵。2015 年，乔娜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

2015 年 8 月的一天，赵楚带着小晨到一
家商场买玩具。刚从商场出来，一辆轿车突
然停在他们面前。乔娜带着几个社会青年

从车上走下来，一把就将赵楚按倒在地，乔
娜把小晨抱上车。此后，赵楚再也没有见到
儿子。原以为在开庭时能向乔娜询问孩子
的下落，但该起离婚诉讼却因为被告乔娜无
理由拒不到庭而被裁定按其自动撤诉处理。

为了能找到孩子，半年后，赵楚向南通
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起诉离婚。然
而这一次乔娜仅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
人也拒绝告知乔娜及孩子的下落，2016 年 4
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一年后，赵楚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终
结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并要求婚生子小晨
随他一起共同生活。

开庭时，乔娜同之前一样拒不到庭，也
未提供小晨的具体下落，只是通过诉讼代理
人告诉他们，小晨已经上幼儿园了，如果抚
养权归她，她愿意离婚。

因不当行为丧失抚养权

经过法院调解，赵楚、乔娜二人就解除

婚姻关系、共同财产分割和共同债务清偿达
成协议，两人的婚姻关系就此结束。

法庭上，乔娜的诉讼代理人表示，乔娜
患有先天子宫纵膈症，不易有孕，且存在生

育危险，所以一定不会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所以为了小晨的抚养权归属，这场官司仍要

继续。

孩子由谁抚养更加合适？对此，崇川法

院家事法庭经审理认为，人民法院判决抚养

权归属时，应坚持不当行为予以抑止原则，

任何父母一方将未成年子女作为控制的私

人工具，利用子女给对方设置障碍，不让对

方探望子女，应认定为不当行使监护权。根

据目前法庭查明的情况，原告及其家庭具有

较优越的经济条件，原告有固定的住所，原

告父母愿意帮助原告一同照顾孩子，而被告

目前的住房及收入情况不明，法庭无法确定

其是否具备足够的抚养能力，原告的抚养能

力优于被告，因此确定孩子由原告抚养。至

于被告主张其患有先天子宫纵膈症，被告生

育孩子的事实即说明其未丧失生育能力，并

不具有优先直接抚养的条件，对被告的该意

见不予采纳。

综上，崇川法院家事法庭遂作出上述一

审判决。 （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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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李某因与某公司存在劳动争议

诉至劳动仲裁委，劳动仲裁委最终认定李某与

某公司 2001 年 8 月至 2014 年 11 月存在劳动关

系。随后李某持已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省

社保局申请核定某公司在 2001 年 8 月至 2014

年 11 月应缴未缴的社保费，经社保局核定，某

公司应缴未缴李某的社会保险费共计58015.12

元。经李某申请，某地税征管局遂对某公司下

达《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决定书》，责令某

公司限期缴纳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随后，

某公司以李某主张补缴社会保险费已超过法

定时效等理由起诉某地税征管局，请求撤销

《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决定书》。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争议。而本案某地税征

管局责令某公司为李某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

于劳动争议，不适用劳动仲裁时效。且为职

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具有强制性，用人单位不能免除其义务。而

且社会保险费部分会上缴国库转为国家的社

会保险基金，因此社会保险金具有国家债权

属性，不能适用时效的规定，驳回了某公司的

诉讼请求。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

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所以用人单位依
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依法应
尽的强制性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和第二十七条只规定了
因社会保险发生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
效期间为一年，并不适用社会保险费征收机
构责令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形，所
以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申请用人单位缴纳
社会保险费已过劳动仲裁时效为由，要求撤
销地税征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
险费决定书》。

法律提示：在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时，劳动者可向社保部门申

请核定应缴未缴金额后，由地税征管局责令

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肖拥群 姚泽琳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
不适用劳动仲裁时效

农村法律知识问答答问

第272问

？我国法律对于打架斗殴的
行为，根据情节的不同具体规定
了哪些处罚措施？

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3 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
五百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

十周岁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
同时，《刑法》第 234 条第 1、2 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江苏一女子离婚诉讼期间将儿子抢走后藏匿

因不当行为丧失抚养权
在离婚诉讼期间，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女方担心争取抚养权会对自

己不利，遂将儿子抢走后藏匿。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
事法庭对这起离婚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准许原告赵楚与被告乔娜协议
离婚，两人的婚生子小晨随原告共同生活。

把架空层“填满”做物管用房，而原来的
物管用房则被人占用了，一占就是十多年。
长沙北国风光小区业主把开发商、占用物管
用房的公司以及物业公司一同告上法院。近
日，开福区法院一审宣判了该案，物管用房被
判归业主所有，被告还需赔偿20万占用费用。

北国风光小区位于长沙芙蓉路马厂，
由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顺天集团”）旗下湖南顺天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天房产公司”）开
发建设。

王益长是小区第二届业委会成员，在这

里住了十多年了。他介绍，小区有 20 栋，约
800 户。2014 年 9 月，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
会成立后，曾向业主承诺，一定把物管用房
问题解决。

王益长回忆，2004 年，他来收房时，还是
在小区 20 栋 5 楼办理的手续，此时 5 楼还是
物业在用。没多久，开发商把小区 7 栋东边
和 8 栋西边架空层合围，改为房间，物业公司
搬到了架空层，5 楼就被开发商占用，此后多
年都是顺天集团在此办公。

业委会成立后，曾多次与物业、开发商
沟通，但都没能要回 5 楼的物管用房。2017

年 5 月，业委会将顺天房产公司、顺天集团以
及湖南华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同告到了
开福区法院，请求法院判决，20 栋 501、502 为
小区物管用房，开发商立即迁出，并赔偿此
前占用该房子的租金损失。

开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小区 20 栋 5 楼原规

划为物管用房，后该层经分户，分为 501、502
房，经房产部门查询，这两房屋均未办理产权
登记，且明确了502为物管用房。根据规划审
批，5 楼均为物业用房，是否分户不影响房屋
使用性质，所以 501、502 房均为物管用房，属
于业主共有，顺天房产公司无权把房子交给
顺天集团使用，顺天集团也无权占用。

开福区法院一审判决，确认该小区 20 栋
501、502 房为物管用房，顺天集团在判决书
生效后十日内迁出，并将房屋交还给业委
会，同时，顺天房产公司、顺天集团连带向业
委会支付占用费用 20 万元。 （三湘）

物管用房被占用十多年
法院判决占用方限时迁出，业委会获赔20万

为借款作担保应否独立担责
海口郑小姐：去年年初，我朋友向我同学借了十万元钱用于

投资，借条上的“担保人”写的是我的名字，我也签字认可了。由
于我朋友生意失败，一直没有还钱，我同学说要向法院起诉我，而
且说只起诉我一个人。请问律师，我同学可以只起诉作为担保
人的我么？法院会判决要求由我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么？

回复：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我认为：如果郑小姐在
该借条上签字，她就应当作为担保人。若没有特别约定，债
权人起诉郑小姐一个人是合法的，法院会判决郑小姐承担全
部的还款责任，但她在清偿借款后，可以向朋友追偿。

发挥职能 严惩毒品犯罪

自 2016 年 11 月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该
院共受理涉毒案件 364 件，审结了 363 件，结
案率达 99.73%。2017 年，万宁法院新收毒品
犯罪案件合计338件，比往年新收毒品犯罪案
件数明显增多。该院作为禁毒三年大会战的

“八严”工程单位，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的精神和省高院
《关于加强毒品犯罪案件审理的通知》的精
神，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毒品犯罪。

2017 年 6 月 15 日上午，万宁市人民法院
当庭宣判两起贩卖毒品案件，被告人严某、
蔡某分别获刑一年和一年十个月。宣告判
决时，严某及蔡某当庭认罪服判，并表示愿
意悔改，不再上诉。

庭审查明，2017 年 1 月 16 日 15 时许，被
告人严某因吸食毒品被万宁市公安民警抓
获，后其主动向公安民警供述，2017 年 1 月
16 日上午 7 时，其在位于万宁市万城镇长星
村委会一小卖部处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贩
卖 1 小包毒品给周某，又领着公安民警到其
家中，提取到其藏放在屋檐底下的 2 小包毒
品，经检测为海洛因成分 0.13 克。

被告人蔡某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 15 时许
在万宁市万城镇红荣村路口的西瓜地附近，
以人民币 300 元的价格贩卖 1 小包毒品给李
某。次日，又在同一地点以人民币300元的价
格贩卖1小包毒品给李某，后被公安民警当场

抓获，当场缴获毒资人民币 300 元、手机 1 部、
毒品1小包，经检查为海洛因成分0.58克。

法院认为，被告人严某、蔡某明知是毒
品而非法贩卖给他人，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
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当庭宣判严某有期徒
刑一年，蔡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以案说法 公开宣判涉毒案

2017 年 7 月 7 日上午，万宁市人民法院
开展“脱贫致富·远离毒品”涉毒案件集中宣
判大会，对涉毒案 6 件 6 人进行集中宣判，邀
请驻点帮扶的山根镇立岭、横山、大石岭三
个村委会约 80 名群众现场旁听庭审。

此次宣判大会判处 6 案 6 名被告有期徒
刑 1 年到 8 年不等的刑罚。家住万宁市东澳
镇凤岭村委会的李某帅，现年 25 岁，有 9 年
的吸毒史，父母均已年迈多病，长期的吸毒
导致家庭贫困，父亲病重却无钱医治。2017
年 2 月 17 日 21 时，李某帅为筹毒资，向王某
贩卖海洛因毒品 1 包 0.31 克，被民警当场抓
获。庭审中，李某悔不当初，坦白认罪，鉴于
其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万宁法院依法判
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家住万宁市北大镇中
兴村委会的何某祥，退伍回乡后因交友不
慎，被朋友引诱染上毒品，曾被强制戒毒而
失业至今。2016 年 7 月 10 日晚，何某祥在万
城镇“肯德基”门口向他人贩卖毒品 1 包后被
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并从其车上扣押到 28 包

毒品可疑物，后经公安部门鉴定系甲基苯丙
胺及氯胺酮等毒品，经依法审理，万宁法院
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

为了严重打击毒品犯罪，2017 年来该院
共举行了涉毒案件集中宣传活动 4 次，涉案
人数 42 人。集中宣传活动还邀请了市人大、
市政协、市禁毒成员单位代表及村委会群众
旁听，还邀请了在校学生到庭审现场进行旁
听，以达到现场宣传现场教育的目的，让未
成年学生从小就开始意识到毒品的危害性
及毒品犯罪的可耻行为。

惩防并举 禁毒宣传全民覆盖
为扩大宣传声势，努力实现禁毒宣传全民

参与、毒品危害全民知晓、打击毒害全民支持，
万宁市人民法院以“6·26”国际禁毒日为契机，
开展“无毒万宁·健康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参
与全民健走、禁毒游园等宣传活动，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浓厚氛围。

2017年6月24日上午，万宁法院数十名干
警身着印有“无毒万宁·健康生活”主题词字样
的蓝色上衣，头戴醒目红帽，加入到浩浩荡荡
的千人方阵中，从万宁市多功能活动中心出
发，途经万州大道、文明北路、文明中路，抵达
红专中路革命烈士陵园。旗手开道，全员呐
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口号响彻万城，干
警们用昂扬的姿态、满腔的热血传递社会正能
量，感染万宁群众，动员全社会积极投身禁毒
工作，团结一致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

紧接着，设于革命烈士陵园的禁毒游园
活动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触目惊心的宣
传展板排满道路两旁，禁毒大转盘、禁毒套
环、毒品识别等游戏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众多群众纷至沓来遍满园
区。为方便广大群众了解更多相关法律法
规及禁毒知识，万宁法院设立咨询区，刑庭
全体法官现场搭台坐镇，向群众发放禁毒宣
传资料、传单、禁毒读本等，并接受群众咨
询。热情引导参加活动的群众现场识别毒
品，学习《禁毒法》、《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
例》、《戒毒办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和相关禁
毒知识，做知法懂法的文明万宁人。

当天活动从上午七点开始，到晚上九点
结束，持续时间长、宣传形式新、参与人数
多、宣传内容广，累计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3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75 人次，为夺取“禁毒三
年大会战”全面胜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和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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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法院刑庭法官到北师大附中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万宁法院刑庭法官到北师大附中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郭媛媛 摄

万宁法院干警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资料万宁法院干警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郭媛媛 摄
万宁法院刑庭法官向少年儿童发放禁万宁法院刑庭法官向少年儿童发放禁

毒宣传知识读本毒宣传知识读本

万宁市人民法院集中宣判毒品犯罪案件万宁市人民法院集中宣判毒品犯罪案件

万宁市人民法院强化责任担当打好禁毒攻坚战

惩防并举筑牢全民防毒拒毒大格局
□本报记者郭彦 韩星 通讯员郭媛媛

毒害一日不绝，禁毒一刻
不止。2017 年来，万宁市人民
法院全面参与“禁毒三年大会
战”，依法从严从重打击毒品犯
罪，审结涉毒犯罪案件 338 件，
判处毒贩 385 人。审结了社会
影响较大的“11·21”贩毒案，对
首要犯罪分子判处十二年有期
徒刑。组织公开宣判大会 4 场，
禁毒宣传进校园、进乡村、进社
区活动 12 次，形成威慑效果。
在第一阶段工作中，该院刑庭
被万宁市禁毒委评为禁毒工作

“先进集体”。

送法进乡村 动员全民扫除毒害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毒品的危害，做到自觉抵制和远

离毒品，万宁市人民法院积极开展禁毒宣传进乡村、进社区

活动，为进一步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创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送法进乡村，扶贫先扶志。2017 年 9 月 28 日，万宁市人

民法院组织刑庭法官到万城镇长星村委会开展“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禁毒系列宣传活动。当天上午，虽有小雨淅沥，但

干警们依然热情地向过往的村民们发放禁毒宣传手册，还邀

请村民在临时搭建的棚内观看禁毒宣传片，现场有工作人员

向村民详细解答毒品类型等疑问。“这个是 K 粉，这个是摇头

丸，白色的英文‘ICE’是冰毒的意思……”法院工作人员生

动的讲解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

现场播放了一则禁毒宣传片，万宁法院公开审理一起贩

卖毒品案件的场景，不少村民纷纷询问影片中的毒贩是否被

判死刑，法院工作人员通过叙述案情，以案说法，为村民们详

细讲解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危害，以及

引诱、教唆、欺骗、容留他人吸毒等主要毒品犯罪的相关法律

知识。50 岁的陈大爷观看禁毒宣传片结束后表示毒品造成

的危害对自己的触动很大，还说道：“染上毒品就是家毁人

亡，无论是谁，坚决不能去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