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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期间向女儿转账10万元

1990 年，武汉男子李强离婚后与女子
周云组建了新的家庭。再婚后，两人未生
育子女。2013 年，李强再婚期间向其与前

妻所生之女李雨转账 10 万元。2016 年，李
强去世，周云将李雨告上法院，要求她返还
10 万元。

庭审中，周云认为，李强所转出的 10 万
元是夫妻共同财产。李强将夫妻共同财产
赠与李雨夫妇，事先未与自己协商一致，事
后也未取得自己追认，损害了自身的财产
权益，故该赠与行为属无权处分，李雨应该
返还该笔资金。

属于对自身财产合法处分

汉阳法院经审理查明，周云与李强均
系再婚，婚前各自育有子女，且两人再婚后
都与各自子女有经济往来。另外，双方在
婚后约定，各自收入由各自持有使用。

因此法院认为，李强有权对自己名下
的财产进行支配和使用，他给自己女儿转
账的行为属于对自身财产的合法处分，并
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同时符合双方
约定。最终法院驳回了周云的诉讼请求。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
等财产，原则上归夫妻共同共有。但为了
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法律
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
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该约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约定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夫妻实际上经
济相互独立，但并未订立书面财产协议，日
后因离婚、继承等纠纷对财产分割产生争
议时，取证往往较为困难。

法 官 提 示 ，夫 妻 财 产 约 定 属 于 重 大
的民事行为，应采用书面形式进行约定，
才能更好维护婚姻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利
益 ，避 免 日 后 发 生 纠 纷 。（文 中 当 事 人 均
为化名） （楚都）

乘车一言不合
抢司机方向盘
两男子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获刑

仅仅因为一个红绿灯的等待，两名乘
客与滴滴司机发生了冲突，冲动之下抢夺
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向路边护栏。近
日，两名乘客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 6 个月。

2019 年 4 月 2 日下午 2 时许，北京的
滴滴司机孙某接到订单，两名男乘客上车
后，他驾车行驶到榴乡路准备右转。当时
路口正是红灯，但由于前方有直行车辆占
道，孙某无法直接转弯，两名乘客便要求
孙某按喇叭催促前车。前车并没有理会
孙某的提醒，但车上的两名乘客却对孙某
发起了火，要求他继续鸣笛。双方就此事
争执互骂起来。此时车辆距离两人的目
的地仅有 300 米，但因隔着三环主路，驾车
仍需要绕行一段距离。孙某问两名乘客
是否要在此处下车，同时在滴滴系统内点
击了结算，但两名乘客均表示拒绝，并称
要投诉孙某。这时绿灯亮起，孙某便继续

按导航路线行驶，准备将两人送往目的

地。但乘客却突然要求孙某靠边停车，孙

某表示这里并不是行程目的地，不能停

车，于是依旧沿着三环辅路向前行驶。

没想到，坐在后座的男子竟指挥坐在

副驾驶的男子，让他抓住孙某的方向盘并

使劲向右掰。孙某努力控制着车辆的方

向，却还是撞到了路边护栏。现场监控录

像显示，事发当时，周边有较多过往车辆

和行人。车辆停下后，双方各自报了警，

由于抢夺方向盘，乘客胡某两兄弟被刑事

拘留，并被检察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丰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两兄弟

不能正确处理矛盾，在周边有较多车辆及

行人的路段，抢夺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和

车钥匙，其行为已经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

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院认为，虽然司机和乘客均未能保

持充分的理智和克制，但被告人对司机进

行辱骂才是导致矛盾升级的关键点，被害

人孙某对本案的引发负有一定责任，但达

不到严重过错的程度。综合全案证据，丰

台区法院一审以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对被告人胡某两兄弟均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 6 个月。 （北晚）

丈夫沉迷赌博
能否作离婚理由？

乐东邢女士问：我丈夫沉迷赌博，不仅被单位开除，还欠
下 20 余万元赌债，给家庭造成沉重经济负担。我们经常为此
发生严重争吵，我多次提出离婚，但都被丈夫拒绝。请问，我
想起诉离婚，丈夫有赌博恶习能否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丈
夫因赌博产生的债务，我是否也要承担？

答复：你可以以此理由向法院起诉离婚。根据《婚姻法》
第 32 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
或直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
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重婚或有
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赌
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或其他导
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也就是说，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
你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

此外，因为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因
赌博产生的债务均不受法律保护，故你丈夫因赌博欠下的债
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需由你共同承担。

超市低标高结，消费者如何维权？
海口柳女士问：前几天我在超市看到某品牌牛奶正在搞

促销，只需 48 元，觉得很划算便买了一箱。可结完账一看收

银小票，却发现实际价格为 60 元。我随即与超市工作人员理

论，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未能如愿。请问，现在我该

如何维权？

答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
为 500 元。”

一旦消费者遭遇低标高结并提出投诉，商家必须主动
自证清白，如能证明自己是“无心之过”，应及时退还差价；
如果无法拿出证据，那么消费者有理由怀疑商家是“明知故
犯”。消费者在购物时要比较广告促销价格、价签标示价格
和结账价格，发现有虚构原价、低标高结等行为，应保留购
物时的货架标签、小票等证据，并向物价部门或消费者协会
投诉。

一名男子在酒楼参加亲戚婚礼时，因服
务 员 操 作 不 当 导 致 茶 壶 倾 倒 致 其 左 腿 烫
伤。双方后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男子起诉
至法院。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审
理了此案。

2019 年 5 月，杨某在西安某酒楼参加亲
戚婚礼。在宴席上，因服务员操作不当导致
茶壶倾倒，致其左腿烫伤，在西安治疗两天
后，杨某回到渭南住院治疗。双方后因赔偿
事宜协商未果，杨某遂诉至未央区法院。

审理中，被告某酒楼辩称，事发原因系
与杨某同桌的一位客人站起拿完餐具，右臂

与服务员手中茶壶发生碰撞，致茶壶跌落引
发烫伤，故己方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未央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通过调取现场
视频显示，服务员端着茶壶，径直走到杨某
所在餐桌前准备倒水，此时同桌客人的状态
确如被告所称，但是否发生碰撞无法看出。
即使发生碰撞，该客人的行为并未超过必要
限度。服务员既未提醒顾客注意，也未与顾
客保持适当距离，直接向置于桌上的水杯中
倒水等一系列动作，明显违背了专业服务人
员的职业要求和注意义务，因此其对原告杨
某被烫伤的后果，应当承担全部过错责任，

故应由受雇方被告西安某酒楼承担赔偿责
任。

服务员烫伤顾客，为何酒楼承担责任？
办案法官表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
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利益
和风险一致、风险和责任一致的民法理论，
使用他人劳动获得利益的人，当然要为受雇
人在劳动过程中致他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责
任。且经法院事后了解，本案中的服务员系
被告某酒楼临时从棋牌室抽调，对宴会厅工
作并不熟悉，雇主在用人方面存在过错，故
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秦）

男子参加婚礼被烫伤
法院判酒楼承担赔偿责任

男子给女儿转账10万元
再婚妻子起诉要求返还
法院认定夫妻双方有权支配自己名下财产，驳回诉请

男子李强离婚后组建了新的家庭，再婚期间，他给女儿转账 10
万元。3 年后，李强去世。李强的再婚妻子周云称，10 万元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李强的女儿将这笔钱返还，将其告上法庭。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法院开庭审理认为，婚姻期间，夫妻双方有
权对自己名下的财产进行处分、使用，故驳回上诉请求。

11月月3131日日，，蒙受冤狱蒙受冤狱1515年当庭获释的张志超手持山东高院无罪判决书走出淄博中院年当庭获释的张志超手持山东高院无罪判决书走出淄博中院

1 月 13 日上午，山东高院在
淄博中院对 15 年前一宗校园奸
杀案再审宣判，张志超与同案
人王广超被宣告无罪，前者当
庭获释。

听闻无罪判决后，现年31 岁
的张志超激动得双手捂脸，他对
记者表示，曾经最不能忍受被别
人说是强奸犯，多年来的痛苦
由“无罪”两字结束了，“心里的
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张志
超母亲马玉萍则对记者表示，将
申请国家赔偿。

16岁学生被控奸杀获无期

判决书显示，山东高院再审查明，本案
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其供述与证
人证言存在矛盾；同时，两名被告人有罪供
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认定张志超实
施强奸并致死被害人且侮辱尸体的犯罪行
为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原审认定张志
超犯强奸罪、王广超犯包庇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媒体此前报道，2005 年 2 月 11 日，山东
临沂市临沭县第二中学分校一男生厕所内，
发现一具女性尸体。经调查，被害人为该校
学生高某，死因系被他人暴力作用于颈部致
机械性窒息死亡，同时警方将时年 16 岁的同
校高一（24）班班长张志超锁定为凶嫌。

2006 年 3 月，临沂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张
志超强奸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其同学王
广超被判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3
年执行。

原审判决书认定，2005 年 1 月 10 日，张
志超在学校一间洗刷间遇到被害人高某后

“顿起歹念”，利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以捂
口鼻、掐脖子等方式，对其实施强奸，致其窒
息死亡，随后移尸至校内一处偏僻的废弃厕
所中。离开时，张志超遇到同学王广超，并
要求其协助看守厕所。之后，张志超到学校
小卖部购买一把新锁，将藏有尸体的厕所锁
住，并于 1 月 11 日再次携带铅笔刀返回厕所
内奸尸，并将尸体多处割破。

一审判决下达后，张志超并未提出上
诉。直至五年后的 2011 年，他在一次与母亲

的会见中首次“喊冤”，称其有罪供述系在警
方刑讯逼供下所作。此后，张家人围绕判决
书认定的作案时间及现场证据等的异议，走
上申诉之路。

2012 年 3 月 19 日，临沂中院将其申诉驳
回。2012 年 11 月 12 日，山东省高院又以“无
证据证实申诉人张志超在公安机关所做的
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得”为由，再一次驳
回申诉。2017 年 11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
对张志超案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山东高院对
案件进行再审。

现场痕迹等均未检出DNA

2019年12月5日，张志超案在山东淄博中
院开庭再审，出庭检察官当庭建议改判无罪。

2020 年 1 月 13 日，山东高院在淄博中院
对本案再审宣判，张志超与王广超被宣告无
罪。记者注意到，该份无罪判决围绕客观证
据有无、原审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矛
盾、被告人供述真实性和合法性等四大焦点
逐一做出了重新认定。

山东高院再审判决书显示，依据在案证
据，现场痕迹物证未检出张志超 DNA。案发
后，办案警方曾对高某血液、口腔及阴道擦拭
物及现场多处血迹进行提取。再审期间，山
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赴临沭县公安局物证
室重新提取上述物证并向公安部送检。经鉴
定，均未检测出与张志超有关的生物信息。

相关物证未查清来源

与此类似的，在原审判决中，被认定为张
志超奸尸所用的小木棍，办案警方未就可能
提取的 DNA 进行检验和鉴定，目前木棍下落
不明，因此认定小木棍与案件的关联性存疑。

此外，案发现场裹尸用的白色编织袋来
源不明，在张志超的供述中，称他是从同寝
室室友李某磊处所取，但这一说法遭到李某
磊和李的母亲否认。案发后，办案警方也一
直未能查明编织袋来源。

综上，对于再审中检方提出无任何物证
印证有罪供述、相关物证未查清来源和在案
勘查笔录和鉴定意见等不能证明张志超作

案的出庭意见，山东高院予以采纳。

多人证实张志超无作案时间

原审判决认定的作案时间为 2005 年 1 月

10日6点20分许，而多名证人证言则显示，张

志超当天6点15分参加升旗仪式，随后于6点

20 分开始参加环操场跑步，并于 6 点 35 分回

到教室上课。而距离尸体藏匿地点约 300 米
的小卖部老板则证实，小卖部开门时间为7点
20 分左右。张志超律师认为，其没有作案时
间。再审开庭时，山东省检察院向法庭提交
了4名张志超同学证明其参加升旗的证言。

此外，另外两名关键证人王某波和杨某
振关于张志超在被害人高某失踪当天出现

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证言存在矛盾，无法证明
张志超犯罪。

此外，山东高院再审查明，张志超在侦
查、审查起诉和原审阶段的供述经历了承认
犯罪、否认犯罪，再又承认犯罪的反复，直至
服刑数年后全面翻供。王广超在原审阶段
作有罪供述，但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都
曾翻供。

即便是有罪供述，张王二人的多份有罪
供述也在白色编织袋来源、高某衣着、奸尸细
节等方面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供述不稳定。

对此，山东高院对辩护人提出的供述真
实性存疑，及出庭检察官提出的关键事实供
述未能与在案证据互相印证或相矛盾的出
庭意见，均予以采纳。

办案程序存在明显瑕疵

再审判决书载明，本案在侦查阶段办案
程序方面存在明显瑕疵，数次讯问地点和时
间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对张志超的第一次
讯问为例，其于 2005 年 2 月 12 日凌晨 1 点被
传唤，同日下午 1 点传唤解除，次日下午 6 点
被刑拘。然而，张志超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却
形成于 13 日上午 8 点 30 分至下午 5 点 50 分

之间，违反《刑诉法》“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

最长不超过 12 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

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案发时，张志超年仅 16
岁，但在 4 次讯问过程中，没有家长、监护人
或教师在场。

此外，张志超辩护人还提出，在侦查阶
段，警方存在刑讯逼供，对此，经山东省检察

院调查核实，当年的 4 名侦查人员均予以否

认，且张志超进入看守所时的体检表显示其
身上无伤情。在对与张志超在临沭县看守
所同监舍人员进行调查时，有人证实看到张
志超身上有伤。山东高院认为，根据目前证
据，尚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行
为，故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合上述四点，山东高院再审判决，以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张志超、
王广超无罪，撤销原审判决，并判定原审附

带民事赔偿被告人即张志超双亲不承担赔

偿责 任 。“证 据裁 判 是严 格 公 正执法的基
石，疑罪从无是刑事审判必须遵守的基本
理念和裁判规则”，山东高院在无罪判决书
中写道。 （快报）

31岁山东男子张志超15年前涉强奸案被判无期徒刑，山东高院昨再审宣判无罪

侦查阶段物证未查清程序违规
（上接 1 版）晚上睡觉前，也要把办理的案件看一遍。正是这
种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这种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使胡猛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法官。

2017 年 7 月，为协助领导做好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会议筹备工作，胡猛连续加班 20 多天，身体连续多
天发烧 38 度多，医生诊断身体严重透支，多次建议他在家休
息。当时执行攻坚正在关键时期，为不影响工作，他仍然坚
持工作，在打完吊瓶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最后因身体透支
而在家中晕倒，脸部多处摔伤。第二天醒来，又来到单位边
吃药边工作，院领导多次要求其回家休息，但他仍以工作为
重，坚守在执行工作一线。

多年前已尝试网络司法拍卖

“胡法官平时比较低调，但是他办起案来却变成了一个
特别有激情的人。”这是同事们对胡猛的评价。

2013 年，海口中院受理一起诈骗赃物处置案，从公安机
关接收一批电脑、手机、手表等财产。通过 3 次传统拍卖，均
因无人竞买而流拍，案件一度无法执行。许多法官对这个案
子“敬而远之”。“我来办”胡猛主动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 传统拍卖不行，财政部门无法接收流拍财产，东西
一直放着很容易损坏，当时这个案子进入了困局。”回忆当

时接手该案的情景，胡猛说，他想了很多的办法，直到 2016

年在浙江调研期间，当地法院成功网拍的经验给他提供了

思路。

当时在海口法院还没有开展网络拍卖的情况下，胡猛决

定试试，主动把这批物品挂在淘宝网上拍卖。“刚开始没有经

验，第一次拍卖出现悔拍现象，中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

主动跟买家沟通、注明物品来源等，第二次拍卖非常顺利，以

27 万余元将涉案财产拍卖。“胡猛说，以这么高的金额拍完
所有物品出乎他意料，该案的顺利执结，也为之后的网络拍
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蹲守5小时逮住老赖

“作为执行法官，就是要把捍卫司法权威、维护胜诉人权

益放在第一位。”胡猛总是这样说。

王某在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未按法院生效判决还一家传

媒公司欠款 30 多万。几次催讨无果后，传媒公司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胡猛接手此案后，向王某发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并督促其尽快前来偿还债务。起初，王某还接电话，后来

跟法院玩起了捉迷藏。

胡猛依法将王某信息提交公安机关信息网络平台进行

“布控”，撒下“天网”围猎躲债的老赖。执行过程中，由于王

某行踪不定，胡猛决定到王某住处进行蹲守，经过长达 5 小

时的蹲守，终于现场将王某逮住，宣读司法拘留决定。最终

王某答应履行付款义务。

“我热爱法官这个职业，所以永远不会觉得累。”工作

10 年，胡猛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进入 2018 年后，“基本解

决执行难”进入决胜阶段，胡猛把办公室当家，从周一到周
五每晚都睡在办公室，吃在法院食堂，仅在周末晚上才回
家换洗衣服陪陪小孩，全身心投入到“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中。

“住单位更方便，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胡猛
解释道。据记者了解，其实胡猛的家离单位只有半个小时的
路程，但他觉得这些时间已经够他写很多案件材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