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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婚姻存续期间
前夫欠债48万元

2018 年 5 月，王女士收到开庭通知，打听
后才知道，告她的人是前夫周先生的债主李
先生。2018 年 3 月，周先生因交通事故意外
过世，因此，李先生将王女士还有他们夫妻
生育的两个儿子以及周先生父亲告上法庭。

王女士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感到莫
名其妙，她和周先生 2006 年结婚，婚后两人
育有两个儿子。2016 年两人离婚了，两个儿
子判给王女士抚养。王女士觉得钱也不是
自己借的，她也不知道周先生曾经借过这样

一笔钱，不应该承担责任。
原来 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8 月，周先生

通过中间人赵某购买江沙，并给赵某打了一
张 46 万余元欠条。赵某从李先生出进货，一
直没有付款。周先生去世后，赵某就把周先
生的欠条转给了李先生，让李先生找周先生
的继承人还款。

李先生认为王女士离婚在欠条时间后
面，他得知王女士与周先生离婚后，分得一
套房子，目前这套房子在王女士名下。这笔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周先生的继承人在
继承其遗产范围内附有清偿债务的义务。
因此，他要求王女士及其子女和周父还款。

2018 年 7 月，此案开庭审理。法庭上，周
父认为这笔钱和他没有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王女士认为这笔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
于两人早已离婚就不存在财产继承一说。李
先生和周先生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个
案件应该是李先生和赵某之间的纠纷。

经调查和核实，法院确认周先生拖欠赵
某本金及利息共计 48 万余元。

法院判决债务
由两儿子及周父偿还

法庭上，周先生和李先生之间是否形成
了债务转让关系、王女士等人是否应当承担
责任成了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赵某将欠条给了李先生，由李
先生向周先生收款，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债
权转让。周先生去世导致赵某不能告知周
先生这件事，但赵某应该告知周先生继承
人。赵某一直未举证证明他通知过王女士
等人，直到李先生向法院起诉。法院向王女
士等人送达起诉书，可视为债权转让通知到
了王女士等人，因此，李先生有权向王女士
等人提起诉讼。

虽然周先生出具欠条的行为发生在王
女士和前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李先生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周先生欠的货款是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或者是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或共同经营。因此，这笔债务不能算作
夫妻共同债务，王女士无需担责。

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王女士离婚
后，周先生去世，她不享有继承权，因此王女
士 不 应 对 前 夫 生 前 所 负 债 务 承 担 偿 还 义
务。周先生两个儿子还有周父作为法定第
一顺位继承人，依法享有周先生遗产继承
权，其中包括债务关系。周父没有明确表示
放弃继承权，因而视为接受继承。王女士两
个孩子尚未成年，其监护人不能让其放弃继
承权，两个孩子是在继承范围内承担责任。

今 年 8 月 ，一 审 法 院 判 决 王 女 士 两 个
孩子及周父，以继承周先生的遗产限额为
限度，向李先生支付拖欠货款 48 万余元。

（楚都）

80 后男子郑某离婚后心结难开，将原因
归咎于他人，甚至借酒壮胆闯入他人家中泄
愤。近日，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对该起非
法侵入住宅案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郑某
拘役 5 个月，缓刑 5 个月。

2019 年 7 月 23 日下午，离婚不久的郑某
心结一直难以解开，认为其妻子与同村的严
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才最终导致离婚，遂至
严某住宅处纠缠，在严某妻子林某告知严某

已外出务工后，郑某便离开。
次 日 凌 晨 1 时 许 ，郑 某 酒 后 为 发 泄 不

满，持一长条状硬纸皮再次来到严某家，在
林某不开门的情况下，踹门强行闯入严某
住宅，林某见状立即报警。郑某持长条硬
纸皮敲坏客厅内的康佳牌电视机，用拳头
击碎玻璃鱼缸 1 个(林某以 100 元购得)，并
将客厅窗帘扯下包裹伤口。民警到场后将
郑某带离。

经大田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涉案被损
坏的电视机、门价值 2234.7 元。2019 年 7 月
29 日，郑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赔偿了林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大田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某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罪，考虑其具有自首情节，并已
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谅解，愿意接受
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中法）

清洁工扫地摔伤
单位被判赔偿10万元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近日
审结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判
决某医院赔偿打扫卫生的女工 10 万元。

2019 年 4 月 14 日，61 岁的李某在为南
昌某民营医院做清洁工作时摔伤。后到
南昌市某中医院治疗，花了医疗费 7 万
元。经司法鉴定，认定李某损伤评定为十
级伤残。李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医院赔
偿各类损失 15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虽已达退休年
龄，但与南昌某民营医院构成事实上的劳
务关系。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受
到伤害，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
对工作中的安全事项有所判断，对自身安
全未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故对其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被告的责任。
综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酌情确定由南昌
某民营医院对李某的人身损害承担 80%的
赔偿责任。遂作出如上判决。 （中法）

KTV内起纠纷
持械打伤他人

3人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判刑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近日
公开对被告人王某乙聚众斗殴一案开庭
审理并作出宣判，判处被告人王某乙有期
徒刑 2 年。

2017 年 3 月 12 日 22 时许，在淮南市潘
集区田集街道一 KTV 内，杨某与王某甲
（已判决）因琐事发生纠纷，并发生厮打。
后王某甲邀集被告人王某乙、李某某（已
判决）等人，对杨某实施报复。当晚 23 时
许，王某甲在田集街道珠江路新加坡花园
南边临时菜市十字路口处驾车撞击杨某，
杨某持刀砍王某甲驾驶的车辆，后王某甲
多次开车撞击杨某，并将杨某撞倒在地，
杨某被撞后躲在现场一货车附近，王某甲
打电话邀集在附近事前准备的李某某等
人，来到现场殴打杨某。经安徽朝阳司法
鉴定所鉴定，杨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已构成
轻伤一级。

潘集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
乙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综合量刑
情节，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法）

欠债不还被公布为“老赖”

声誉受损能否索赔？
王先生问：我拖欠他人的材料款，经法院判决偿付后，

考虑到自身正在投资经营，故虽有履行能力也一直没有支
付。不料，近日法院通过电视、网络，向社会公布我为“失信
被执行人”，即人们俗称的“老赖”。背上“老赖”这个名声
后，我的名誉受到严重影响。一些生意圈里的朋友甚至表
示，要断绝与我发生经济往来。请问，我能否要求法院赔偿
名誉损失？

答复：你无权索要名誉损失，因为法院的上述做法并不
构成侵权。

法院的做法有法可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可依法对
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信用惩戒包括将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采取新闻发
布会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你有能力履行判决却拒不
履行，法院自然有权采取对应措施。

车辆自燃殃及邻车

保险公司能拒赔吗？
赵女士问：吴某曾就其小车向一家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

失险。两个月前，吴某将车停放在公共停车位时突然发生自
燃，不但整车被严重烧毁，还殃及我停放在旁的爱车，造成我
1 万余元的损失。事后，我曾直接要求吴某投保的保险公司
理赔，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吴某的小车自燃，本身虽属于保险
事故，但由此引发我的损失因不属于第三人责任险范围，加
之吴某已经将车停放，小车处于静止状态，并非行驶过程中，
故不属于保险事由。因此，我无权依据吴某与保险公司之间
的保险合同，向其索要赔偿。请问，保险公司的说法对吗？

答复：保险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你有权直接要求其承
担理赔责任。一方面，汽车自燃导致他人损害应当属于第三
人责任险范围。《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

“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
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另一方面，本案情形当属
保险事由。《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则
更加明确地指出：“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保险车辆作为一种工
具被使用的整个过程，包括行驶和停放”。

前夫去世欠债48万元未还
法院认定不算夫妻共同债务，前妻无需担责，两个儿子及周父

在财产继承额度内偿还

前夫周先生过世，留下
了 48 万元债务，前妻

王女士和两个孩子以及周父却
被债主告上了法庭。债主李先
生认为这笔借款是发生在王女
士 和 前 夫 周 先 生 婚 姻 关 系 期
间，因此要求王女士及其儿子
偿 还 这 笔 债 务 。 记 者 近 日 获
悉，一审法院判决王女士无需
承担责任，根据《继承法》相关
规定，此笔债务由王女士两个
儿子及周父负责偿还。

因离婚闯入他人家中泄愤
一男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获缓刑

在成都街头，喜欢穿华丽可爱、颇有些欧洲
中世纪贵族风格裙装的女孩越来越多，这类裙
子风格叫作“Lolita”。一条火爆裙子炒上10万
元，普通的1000多元购买的裙子转手就卖4000
元至5000元。这种现象被外界称为“炒裙子”，
还配了个颇有意思的专有名词“炒Lo股”。

热炒商品的现象在社会上轮番上演：先是
“炒鞋”，接着是“炒盲盒”，很多人都不知道盲盒
为何物，但同样被炒得炙手可热。如今又出现

“炒裙子”。
短时间内集中热炒多种商品，这并非一

时兴起，而是存在坚实的基础。比如“炒裙
子”现象，几年前就已存在于喜欢这类商品的
小群体当中，只不过对此感兴趣的人太少，引
不起社会的重视，如今“炒裙子”突破了原来
的小范围，才被人们所了解和关注。再如，社

会上一直存在炒商品的现象，比如炒名贵中
药材、炒名酒名茶，甚至炒核桃、藏獒等，都曾
先后出现过。也就是说，因为存在炒商品的
广泛基础，才会出现短时间内集中热炒多种
商品的现象，相信“炒裙子”不会是最后一个。

种种迹象表明，炒商品的这股风并非自
动刮起，很可能有人故意操控。从“炒鞋”中
就可以窥见端倪，鞋厂和囤积大量现货的人，
会因“炒鞋”盛行而在短时间内获取暴利，他
们当然愿意点燃或吹旺“炒鞋”这把火。其他
炒商品现象也是如此，都存在巨大的利益，也
难免会存在人为操控的现象。并且，一些使
用范围很小的商品看似不值得一炒，其实不
然，它们反而符合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只
要调动起民众的参与热情，赚钱会更容易。

炒商品的暴利具有很大的诱惑，让一些

人不顾风险跃跃欲试，再加上侥幸心理让人
误认为，快进快出、见好就收，就可做到借机
捞一把。然而，击鼓传花的鼓点说停就停，
价格被炒得畸高时，商品砸在自己手里，损
失将难以避免。炒商品冲动强烈的人，假如
不时时压制这类冲动，就很容易被人利用，
掉进精心设计的套路当中。

对市场中的类似炒作行为，职能部门应
当依法履行职责，及时亮出监管之剑，化解
各类炒作给市场带来的风险。相关部门和
行业协会应加强监管和引导，对其中涉及的
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打击，同时加强
消费及投资警示，以防范不明真相者为“炒”
所伤。品牌商也应当出台相关措施，防止被
市场炒作者利用，从经营者角度履行保护消
费者权益之责任。 (北青)

“红黑名单”
为家政业重建互信
据媒体报道，广东相关部门将联手制定家政服务领域的

规范守信“红名单”、失信主体“黑名单”，家政培训、就业、维
权以及雇主信用等记录将纳入家政诚信体系。而且，“红黑
名单”制度不仅面向家政从业个人和企业，也面向雇主。

多年前，挑选保姆也多是经熟人介绍。然而，随着家政
市场的迅猛发展，这种“熟人模式”迅速被“陌生人模式”所取
代，雇主与家政从业者基本都属于“盲选”，而“盲选”的状态
让雇主与家政从业者之间的信任比较“脆弱”。

“红黑名单”制度，将使那些不适合在家政行业内服务的
个人和企业出局，并加快推动雇主与家政从业者之间互信的
建立，而互信无疑是家政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石。目前，
广东家政服务公共平台已经建立。未来，商务部业务系统统
一平台上也将建立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信用档案。国家
层面的平台将与地方平台一齐织密家政服务诚信体系。

好的制度有了，但具体如何操作和执行，还需要细化评价
标准。比如，达到哪些指标可以列入“红名单”，违约行为达到
什么程度将被列入“黑名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说
明。只有把细节抓好，才能把实事办好。 （广日）

“道德信贷”工程
让美德善行信用无价

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安徽省实施“道德信贷”工程，把
好人帮扶、道德弘扬、诚信培育相结合，向诚实守信的各级各
类道德模范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帮助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改善生活条件，赢得发展机遇。

道德信贷是对道德模范的一种特殊优待，根据道德模范
在经济活动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道德信贷把礼遇道德模范与
提供金融服务有机结合，将信用贷款纳入公民道德建设范畴，
为道德模范提供信贷政策支持，并优先纳入评级授信、优先安
排信贷计划、优先享受优惠利率。让道德模范在切身感受到
自己的道德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享受到道德信贷的红利，还能
有助于形成有德者有得、好人有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和良好
社会氛围，使好人好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价值追求。

道德信贷立足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对道德模范
和美德善举提供别具一格的道德信贷服务，通过金融服务加
强公民道德建设，在为好人善举提供全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和
信贷支持的同时，大力褒奖善行义举，弘扬社会正气，用信用
传递人间真情。通过实施道德信贷，还能够激励更多的人以
道德模范为榜样，努力争做好人善事的积极性，从而把公民
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良好风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法）

以技工教育
助力脱贫

近期，人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技工教育发
展的通知》，明确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 8 地州技
工院校建设任务，协调北京、浙江等 15 省
份 44 所技工院校对口帮扶“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 35 所技工院校，确保每所
院校至少有 1 所技工院校开展对口帮扶，
全面提升“三区三州”技工教育实力。

技工教育是就业教育。从市场供需来
看，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
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
矛盾突出。技工教育是与制造业和服务业
联系最密切、与就业创业更是无缝对接的
一种教育类型，是培养产业工人、技术工人
的主阵地。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技工教
育，是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举措。

技工教育是扶贫教育。技工教育服
务脱贫攻坚，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重要途径。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技工教
育，提高职业素养、掌握职业技能，高质量
稳定就业，能够阻断代际贫困传递，实现

“稳定就业一人，脱贫致富一家”。这些优
质劳动者在后续的生产实践中成为产业
栋梁，能产生示范作用，极大地鼓励和鼓
舞更多贫困人员参与技工教育，促进贫困
人口成长成才。

技工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具有基础性
的作用，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重要前
提。要积极发挥发达地区优质技工院校
教育资源在帮扶深度贫困地区中的作用，
全面提升深度贫困地区技工教育实力，并
让深度贫困地区的孩子学得好技工专业，
助力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 （民法）

日前，媒体报道了河南省巩义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中心房屋交易产权管理科科
长崔园玉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典型案例。崔
园玉利用职务便利，为妻子张真真注册成立
的安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二手房经营
活动谋取利益、影响了公务的公正执行。最
终，崔园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近年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然成为导致
部分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腐败堕落的重要隐

患。这一“近水”，既有党员领导干部亲属利用
领导干部手中职权为其经营行为提供不法利
益，赤裸裸地以权谋私，也有党员领导干部“深
入其中”借权力的“福荫”进行的暗箱操作。这
不但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造成市场秩序失
范，也使得“有人好办事”成为“潜规则”。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
想发财就不要当官。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在原有对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

办企业行为的处分规定基础上，对党员领导干
部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家属和其他特
定关系人经商谋利的行为进一步划出红线，给
党员领导干部立起一条“戒尺”。

对公与私的取舍，是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
尺子。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克己奉公、戒贪止
欲，是从政的基本准则。一旦忘了权力的属
性，任性用权、泛滥用权，脚踩“当官”“发财”两
条船，利用玩“障眼法”、打“擦边球”等方式公

权私用、损公肥私，那迟早是要翻船的。
党员领导干部要谨记，不义之财不取、

不法之物不拿，不让一己私利绑架公权，守
住从政底线，在利益关口面前轻人情长短重
纪法规定，严守自身防线，管好身边人。

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民、务实、清
廉的价值追求植根于思想、付之于行动中，
不做“既当官，又经商”的“买卖”，要顶住诱
惑，守住底线，干出实绩。 （中纪）

被扔高速路
据媒体近日报道，一对年轻夫妻驾

车到京哈高速宝坻段时，两人发生了争
吵，丈夫一气之下把妻子扔下车就走
了。幸好被巡逻的交警发现。经巡警
的劝说，妻子又回到了丈夫的车上。

吵架后丈夫把妻子扔在高速公路
上扬长而去，不只是在情感与人身上对
妻子的伤害，更是一种危及公共安全的
行为。因此，职能部门应对此行为从严
处罚。 （新京）

警惕潜藏于内心的炒商品冲动

当官发财两条道 脚踩两船迟早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