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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在微信群“吐槽”业委会，业委会认
为被严重影响声誉，故起诉要求该业主赔礼
道歉并赔偿损失。日前，福建厦门市集美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判决驳回业委会的诉
讼请求。

去年 8 月，厦门东南小区业委会主任小
武为沟通需要，创建了业主交流微信群，成
员有 200 余人。去年 12 月，业主阿伟在该群
转发了两张文字图片，称“物业费涨这么多，
如果不涨，业委会的抽成从哪里来？业委会
的工作是没好处的事，谁会那么积极”等，质

疑业委会在物业公司招投标工作中存在“黑
幕”，指责业委会工作不力。

上述文字图片发布后，在微信群内引
发部分业主的讨论。阿伟于今年 1 月底删
除了这两张图片。今年 1 月初，东南小区业
委 会 将 阿 伟 起 诉 至 厦 门 市 集 美 区 人 民 法
院，要求阿伟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费
1000 元。

业委会认为，阿伟发布的图片引起部分
业主的质疑，严重影响业委会的声誉，给业
委会的工作带来极大困扰，造成业委会名誉

损失，故要求阿伟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阿伟则辩称，其发图片是为了监督业委

会能提出有效可行的方案解决问题，系在正
当行使业主的监督权，不存在污蔑业委会或
某个委员的主观故意，且未对外进行传播，
未造成业委会名誉受损，请求法院驳回业委
会的诉求。

集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阿伟的行
为系在行使业主的监督权，其出发点系维护
自身利益以及小区的公共利益，主观上不存
在侵害业委会名誉权的过错；业主在微信群

中对业委会进行评论，其影响范围仅及于该
群，又因该微信群的成员是特定的业主，不
会造成业委会社会评价降低，不能认定业主
转发照片的行为侵害业委会的名誉权，故判
决驳回业委会的诉讼请求。

审理该案的法官告诉记者，根据《物业
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应当依法履行职
责，依法维护业主合法权益，促进小区和
谐，业主享有对业委会的工作进行监督的
权利。业委会对于业主的投诉、意见和建
议，应当及时受理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及
时反馈业主。业主交流群是小区业主的一
个联系平台，群成员是特定人员即小区业
主，人数相对固定，在这样相对封闭且群成
员较为固定的特殊空间里，应该尊重群成
员的自主性，尊重群成员作为业主所享有
的向业委会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并提出建
议的监督权。 (工人)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侯女士与哥哥侯先生因为遗产继承问
题产生纠纷，兄妹之间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反而越闹越僵。从 2017 年起，侯先生及其妻
子李某、儿子小侯多次对侯女士进行威胁、
骚扰、辱骂并进行殴打。

2017 年 2 月，侯先生等人甚至以侯女士
有精神病为由将侯女士强制带到某医院，
侯女士家人报警后将其带回，事情才得以
平息。

然而，侯先生等人并未就此收手，也未
有任何改变，还是经常对侯女士进行辱骂，
且多次跑到侯女士家中闹事。

在被侯先生等人多次辱骂、殴打、威胁
的情况下，侯女士的生活被严重干扰。今年

1 月，侯女士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以

遭受家庭暴力为由申请法院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并向法院提交了录音、照片等证据。

2018 年 1 月 19 日，东城法院经审查认

为，侯女士的申请符合条件，法院作出裁定：

禁止侯先生等人殴打、威胁、辱骂侯女士；禁

止侯先生等人骚扰、跟踪、接触侯女士，有效

期为 6 个月。

侯女士本以为法院已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侯先生等人就不会再对其进行辱骂、

殴打、骚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2018 年 4 月，侯先生及其妻子李某等人

到侯女士住所处砸门并辱骂威胁，在侯女士

家 门 口 的 墙 上 涂 写 损 害 侯 女 士 名 誉 的 文

字。4 月 26 日，侯女士向东城法院提出执行

申请，申请法院保证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顺利

执行与实施。

罚款1000元禁止骚扰

5 月 14 日下午，侯先生的妻子李某被传
唤到法院。在法庭里，执行法官对李某进行
了训诫，告知其违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禁
令。但李某认为自己没错，她没有打骂侯女
士，所以自己并没有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禁令，后法官当庭播放了 4 月 24 日侯先生等
人在侯女士住所处砸门、涂写损害侯女士名
誉的文字的视频。

随后，法官组成合议庭，对李某的行为
进行合议。经过合议，14 日下午 4 点半，执
行法官在现场宣布依法对李某进行强制执
行。法院对李某作出了罚款决定，要求其缴
纳罚款 1000 元，并要求李某当场签订承诺
书，保证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人身安全
保护令生效期间不再对侯女士实施跟踪、骚
扰、辱骂等行为。

此外，法院对侯先生的行为也将保留进
一步采取措施的权利。

据法官介绍，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
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
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并由人民法院执
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包括：禁止被申请
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
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
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
他措施。法官还指出，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法院将采取训诫、罚款、拘留等处罚
措施，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 （北青）

买房获赠地下室经常渗水，业
主起诉开发商和物业索赔

开发商自愿维修
物业被判不担责

朱某买房子赠送的地下室反水，她认为是房屋质量问
题，起诉开发商和小区物业索赔。近日，因开发商自愿更换
采光玻璃，法院判决开发商给朱某更换地下室毁坏的采光玻
璃，驳回朱某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买房赠送的地下室反水

2013 年 7 月，沈阳女子朱某向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
购买一套房屋，合同补充协议载明，出卖人赠送该房屋地下
室的使用权。

2013 年 9 月，案涉房屋入住验房表载明，地下室采光玻
璃损坏一块。按照朱某的说法，2015 年入住后，房屋多次出
现地下室反水问题。她认为是开发商建造房屋时，没有考虑
房屋距离蒲河直线距离，每逢下雨会引发地下水位上升，暴
雨或急雨会引发地下水倒灌地下室，属于开发商建造房产的
疏漏。2017 年急雨后，地下室持续一个半月反水。

2017 年，朱某将开发商和小区物业起诉到法院，要求对
房屋进行维修，包括更换地下室采光玻璃、确保地下室不反
水、不发潮；并赔偿损失 15 万元。

庭审时，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辩称，2016 年 7 月大暴雨为
异常自然灾害多地严重积水，物业人员协助搬离物品尽职尽
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 年 8 月再次出现大暴雨，地下
室并未发生雨水倒灌。两次暴雨后，经专业人员检查，是暴
雨导致园区短时间大量积水，供暖井、弱电井等均灌入水中，
从而积水缓慢从地下室渗出，但几周即恢复正常。渗水同样
是自然灾害造成，并非房屋或地下室建筑存在问题。

他们认为，地下室缓慢渗水并非突发事件，朱某完全有
时间将贵重物品搬离，朱某称污水存留一个月没有清淘，恶
意扩大损失，向他们索赔没有法律依据，且损失虚构至今没
有提供有效证据。

法官：赠与财产有瑕疵不担责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补充协议明确载明案涉地下室属

使用权赠送，且该房以建筑面积计价，地下室部分并未计入销

售价格，所以其不属于案涉合同交易标的物的范围。根据相关

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朱某也未提

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附义务的赠与的情形，以及赠与人故

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的情形，出卖人责任无法认定。

房地产公司出售的房屋有相关验收合格手续，且与朱某

进行了房屋交验，同时对赠与的地下室仍然进行了相关维

修。因暴雨自然灾害所受损失，向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于

法无据。朱某与物业公司之间是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与本案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对房屋质量存在异

议，向物业公司主张，于法无据。鉴于上述情形，除开发商自

愿更换采光玻璃外，朱某其它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宣判后，朱某不服，于 2018 年 1 月提出上诉。二审法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晨）

因遗产继承纠纷兄妹反目，北京一女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仍屡遭哥哥一家威胁

违令骚扰被法院训诫罚款
因为遗产继承发生纠纷，侯女士多次遭到哥哥侯先生一家威

胁。侯女士为此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但是侯先生一
家并没有遵守，仍然继续骚扰，无奈之下，侯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人身保护令。5 月 14 日下午，北京市东城法院作出罚款决定，要求
侯先生的妻子李某缴纳罚款 1000 元，并要求李某保证遵守人身安全
保护令，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生效期间不再对侯女士进行跟踪、骚扰、
辱骂等。这是北京市第一起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案件。

厦门一小区业主在微信群“吐槽”业委会被起诉

法院：业主有监督权

侯先生妻子保证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侯先生妻子保证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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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 0105 执 867 号

赵翠荣：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田小宁，陈林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琼 0105 鉴
委 10 号《司法技术鉴定报告》，另本院决定于 2018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对上述技术鉴定报告进行听证，由承办
员何一峰、林林、柯田荣组成合议庭进行听证。请你按时
参加，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8）琼 0105 民初 511 号

王加海、王金海：
本院受理原告王当国诉你、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志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 2018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西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作废声明

海南新软软件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因保管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罗沙）最
高人民法院 15 日发布全国法院第二批征收
拆迁典型案例，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好此
类案件提供一定的裁判示范，促使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引导社会公众依法诉讼、依法
维权。

这批典型案例包括王风俊诉北京市房
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
行政裁决案，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
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王江超等 3 人

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紧急避险决定案，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
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吉
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
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焦吉顺诉河南省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
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
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谷玉梁、孟巧林
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案等。

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永维介
绍，这批典型案例涉及农村土地征收、城市
房屋征收等行政管理事项，涵盖了征收拆迁
中有关征收决定、安置补偿和强拆实施环节
的典型争议。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监督，及时
纠正行政机关在征收拆迁中的违法行为，同
时确认行政机关合法行为的效力，实现了对
行政管理相对人诉权、产权的双重保护。

黄永维表示，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全国法院一审受理征收拆迁类诉讼分别约

为 29000 件、31000 件及 39000 件，占当年行
政诉讼案件总量的 13%、14%和 17%左右。
这组数据说明，征收拆迁仍是司法监督的
重点领域。

他说，人民法院充分认识到解决好征收
拆迁案件的重要意义，将营造公平正义的法
治环境作为司法工作的着力点，妥善处理好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和产权保护之
间的关系，依法维护好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
正常秩序和稳定环境。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5 日电（记者马晓
成）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前对中
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擅用无线电频率行为
进行查处。据查，中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在
黑龙江多地存在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的行
为，并对中国移动集团黑龙江分公司的基站
造成了无线电干扰。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无线电
管理局在日前发布的相关通知中指出，中国
电信黑龙江分公司下辖的佳木斯、大庆、哈
尔滨、齐齐哈尔、鹤岗、伊春、双鸭山、绥化分

公司，存在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行为。
据了解，无线电频率的使用须由有关职

能部门先进行规划、分配，运营企业对特定频

段是一种“独占”使用，企业须依法取得无线
电频率使用许可后，才能独家占用相关频率。

目前，根据无线电管理部门的要求，中

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对擅自使用的无线电
频率已基本清退完毕，无线电管理部门也已
对其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擅用无线电频率干扰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被查处

青海破获两起盗掘古墓文物案

抓获5名嫌疑人
新华社西宁 5 月 15 日电（记者王大千）据青海省公安厅

消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公安局近日连续
破获两起盗掘古墓文物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5 人，8 件涉案
珍贵文物正在追缴中。

3 月 17 日，青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盗掘古墓文物案，共
抓获 13 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掘文物 400 余件。随后，警
方对盗掘古墓葬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攻势，发现已抓获的犯
罪嫌疑人中有人曾伙同都兰籍的贺某、王某甲于 2016 年在都
兰县热水血渭一号古墓附近盗墓，并将一件古董碗以 20 万
元的价格出售。5 月 6 日，办案民警将涉嫌盗掘古墓葬的犯
罪嫌疑人贺某、涉嫌隐瞒犯罪所得的嫌疑人海某抓获，犯罪
嫌疑人王某甲在逃。

5 月 7 日，民警循线索又发现有人在都兰县香日德镇上
柴开村附近盗掘古墓葬。经过连夜蹲守和细致摸排，犯罪嫌
疑人杨某、宋某于次日在香日德镇香源村被抓获，犯罪嫌疑
人王某乙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被抓获。经审讯，3 名犯罪
嫌疑人对在 2017 年 10 月盗墓并将盗得的 7 件文物以 11 万元
出售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介绍，被非法售卖的 8 件文物均通过中间人转手出
售，警方正在深入调查追缴文物。目前，5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
依法刑事拘留。

最高法发布全国法院第二批征收拆迁典型案例

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上接 1 版）他们理解了，就没有那么多想法
了。”刘大海说，杨静这种负责任的精神让他
深深感到敬佩。

正是因为杨静的好脾气，一些长期在海
口两级法院都“榜上有名”的老上访户都喜
欢找她反映问题。

2015 年 3 月，杨静被选调到最高法院立
案二庭挂职，任最高法院助理审判员，处理
了大量纷繁复杂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得到
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被最高法院破例延长
其挂职期限半年。挂职期满后，杨静被最高
法院评为优秀挂职工作人员。

在立案庭的一次业务交流会上，杨静总结
了自己的接访工作心得，她说，“立案信访法官
要做来访群众的知心人，要学会察言观色，善
于沟通，并能够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诉求，最关
键是要给当事人提供客观公正的法律建议。”

从书记员成长为高级法官
有一种“老黄牛”精神

2014 年从外地来海口工作的法官刘华

琪刚入职，经常受到杨静的照顾。

“自从静姐走后，我至今仍没回过神来，

她的音容笑貌仍萦绕心头。”刘华琪哽咽着

告诉记者，共事那段时间，杨静每天早晨都

会在家事先熬好不同的汤，中午就会带到办

公室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回忆起和杨静在

办公室相处的那一段时间，刘华琪说杨静是

一个对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热情的人。

杨静热爱学习、勤于学习，从本科生到

研究生，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逐步成长为高

级法官,这成功的背后源于她对业务知识的

无限渴求和对审判工作的精益求精。她的

办公室和家里满是业务书籍，她的电脑和手

机里安装了许多法律学习和检索软件。

由于工作需要，杨静去世前她从立案窗

口调到办案岗位，负责办理管辖权异议、撤诉

和申诉复查类案件。这是杨静时隔 9 年再次

重回一线办案。面对这次工作调整，杨静没

有任何意见，她向庭长保证“干就要干个样子

出来，要把裁判文书写成范本。”为此，她虚心

向庭里经验丰富的老法官请教裁判文书撰写

技巧和经验。走时，她办公桌上的《解读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商事卷》静止在了第 27
页，再也等不来主人的再次翻阅。

说起杨静的勤奋好学，海口中院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王心能清楚地记得，一个月
前他找杨静谈工作岗位调动时的场景，“她
敢于挑战，非常有信心地告诉我她可以做
到，即使是她从没有接触过的刑事工作 。”
王心能说，杨静身上有一种“老黄牛”的精
神，尽管年过半百，她依然热爱学习，不断挑
战接受新事物。

身体不好没空去检查
一家人约好吃饭她却没来

杨静的女儿余杨今年 23 岁，现在在一家
银行工作。余杨告诉记者，在她的印象中，
妈妈的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多次计划外出
旅游，但妈妈总说等她退休就有时间了。“好
不容易，我们约定好春节假期一起去旅游
的，她失约了。”说到这里，余杨已泣不成声。

余杨说，妈妈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

人，家里的书总是一箱又一箱，“我记得小时

候，她就在比我还高的书堆里复习司法考

试，而我就在书堆旁边睡觉。”余杨回忆起与

妈妈杨静相处的时光时说，就在她走的第六

天还收到她从网上购买的书籍。

在女儿余杨的眼里，杨静是一个自强、

坚韧、可爱的人。

“杨静走了一个月了，我觉得特别不真

实，总觉得她还在外面出差。”杨静的丈夫余

建球回忆与杨静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他

说，妻子平日工作非常忙，一家人很难坐到

一起吃晚餐。4 月 13 日，本来一家人约好当

晚一起吃饭，但那天下午，杨静打电话说不

用等她一起吃饭，她还有案件没有处理完，

到后来再打电话时，妻子就再也不接了。

余建球介绍，近年来杨静就有高血压，

事发前几天，杨静还跟他提过最近胸口老是

很闷，当时他提醒她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她

说等忙完这阵子再去看。她去世后，他整

理东西时发现有整整 70 盒高血压药一直没
有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