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鄱阳县人民法院联合

田畈街镇党委、 政府在田畈街集

镇开展了“利剑出鞘保平安、扫黑

除恶护民生” 为主题的 “扫黑除

恶”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此次活动

的开展， 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各界

群众对黑恶势力的认识， 提高了

群众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积极

性，为维护辖区内社会治安稳定、

群众安居乐业奠定了基础。

吴耀赞 摄

“ 丈夫在监狱工作有那么忙吗？”

“ 监狱有公安派出所那么累吗？” “ 监

狱那么神秘， 我老公在里面管犯人会

不会很危险？” ……为了贯彻落实从

优待警工作， 更好地爱护民警， 温暖

警心， 促进警属对监狱特殊警种职业

的理解 ， 近日 ， 饶州监狱邀请警嫂

“ 零距离” 参观警队， 体验从警之路。

应邀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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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警嫂开启了一次严

肃而温暖的旅程。

伸缩警棍、 多功能腰带， 执法记

录仪……警务执勤室内， 一件件单警

装备整齐罗列在一旁。 警嫂黄玉好奇

地拿起一套装备戴在身上， 忍不住感

叹： “ 这装备， 分量还真不轻！ 每天

穿着这东西巡逻， 难怪我老公回家总

说累！” 监区党支部书记曹盟告诉大

家， 这些装备是执法的必需品， 也是

保护民警自身安全的重要措施， 由于

重量较大， 天气炎热时民警经常被汗

湿透衣服， 可见一线民警在执法工作

中的艰辛 。 “ 哟 ， 还真看到你了 ！”

监狱劳动车间繁忙中安静而有序， 警

嫂顾微看到丈夫李伟在里面执勤时激

动不已。 由于严格的执勤纪律要求，

李伟只能与妻子互致微笑后就擦肩而

过。 这一幕， 大家动容而感叹， 深刻

体会到监狱工作的严肃性。 警嫂们还

在罪犯入出监教育中心参观了一件件

罪犯改造成果展示， 观看了监狱警示

宣传片， 进一步感受到监狱民警这份

特殊职业的价值与收获。

狱内参观体验结束后， 警嫂们与

监区党支部进行了亲切座谈。座谈中，

警嫂们发言踊跃， 纷纷表达了对监狱

党委和监区党支部开展此项活动的感

谢。 大家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充分理

解了自己的丈夫为什么那么忙， 也理

解了父亲住院儿子不能及时陪护的原

因，深深懂得了监狱警察的忍受、承担

与坚守。警嫂们一致表示，监舍干净整

齐，生产车间井然有序，这都是民警辛

勤的付出和汗水的浇灌。

此次警嫂进警营活动， 增强了警

嫂对监狱民警特殊职业的理解， 加深

了夫妻感情。 活动结束后， 许多民警

与妻子紧紧相拥， 千言万语化作了对

彼此的甜蜜祝福。

本报讯 汤宏英 记者 邹萍艳报道： 为落实全市法

院多元化解

e

平台建设推进会会议精神， 余干法院迅

速行动， 与厂家共同协调，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多

元化解

e

平台建设。

据了解， 多元化解

e

平台由江西省高院和抚州市

中院共同研发， 设有调解流程管理、 调解卷宗管理、

远程调解系统、 共享交换系统、 数据分析平台、 调解

资源管理系统等六大系统。 该平台利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视频云等技术， 对各类调解信息资源进行集

约化处理， 通过“ 一进一出” 两种形式， 为各部门参

与纠纷化解提供了全流程智能化的服务， 为调动各方

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提供了新的支撑。

去年以来， 余干法院委托第三方调解志愿者协

会、 乡镇矛调中心及其他有关组织委派调解纠纷

244

件， 成功调解

202

件， 调解成功率达

82.79%

。 随着

多元化解

e

平台的建成上线， 该院将进一步推进审判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从源头上化解案多人少的矛

盾， 实现民商纠纷简案调解、 类案快解、 繁案精解的

梯次化解， 不断提升审判工作水平。

本报讯 周雄伟 记者 邹萍艳报道： 近年来， 德兴

市成立了由纪检、 公安、 国土、 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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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直部门

组成的德兴市“ 两违” 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 对全市

土地违法行为和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展开全覆盖梳理和摸

底调查工作， 严厉打击“ 两违” 行为。 近日， 一非法转

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的村干部被判刑。

经查， 德兴市泗洲镇潭埠村委会石则坞自然村

小组组长李冬寿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 ， 向石则

坞自然村村民李上春等

3

人购买了石则坞村胡家坞

土地 ， 面积

18.2

亩 ， 地类属耕地和林地 ， 并进行

了平整分割成

17

块地块， 陆续将该地块卖予

17

人

进行建设住宅 （

2

户为原村民 、

15

户为非本村村

民） ， 共非法获利

142.9

万元 ； 李冬寿涉嫌违反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二条第三款规定，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规

定 ，

2018

年

2

月

1

日德兴市 “ 两违 ” 专项整治活

动领导小组将李冬寿土地非法买卖案件移交德兴市

公安局依法侦办。

德兴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转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

证指控被告人李冬寿， 向德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德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根据被告人犯

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判处

被告人李冬寿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十七万元 （ 已缴纳） ， 并退缴非法获利九万元，

上缴国库。 未退缴部分， 继续追缴。

横峰讯 毒品的危害人人皆知 ，

而罂粟是我国法律严禁非法种植的

植物 。 横峰县就有这样一名男子 ，

因为听信罂粟能够治病 ， 就在自家

菜地种植了罂粟原植物

143

株 ， 并

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 还在自家私藏

了一把火铳 ， 孰不知这两种行为已

经触犯了法律。

5

月

5

日， 横峰县公安局司铺派

出所在线索摸排中发现司铺乡司铺村

村民尹某非法种植罂粟 。 得到线索

后， 民警迅速前往调查核实， 通过现

场勘查， 民警在尹某菜地上发现了罂

粟

143

株。 经调查了解， 尹某因为听

信他人所说认为罂粟可以做药， 吃了

对胃病好， 所以就在自家菜地种植了

罂粟。

为进一步查证尹某是否还非法藏

有罂粟， 民警依法对尹某的住宅进行

搜查， 在搜查过程中， 民警发现一支

土铳、 一包火药和一个火药盒。 随后

民警依法将尹某口头传唤至司铺派出

所接受调查。 在询问过程中， 尹某对

其种植罂粟和非法持有枪支的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尹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同时， 警方对尹

某非法持有枪支案立案侦查， 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 鲁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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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县法院庭审直播助力“阳光司法”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

律师信箱

做生意产生的债务是否

是夫妻共同债务？

六、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是

什么？

答：（

1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

（

2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

群众；

（

3

）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

（

4

）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

（

5

）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

6

）坚持落实责任，严格奖惩。

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三个结合”

是哪些？

答： 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 综合治

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

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 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

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

起来。

八、扫黑与打黑有什么区别？

答 ： 扫与打一字之差 ， 对广度 、 深

度、 力度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 这次

“扫黑”， 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党中央、 国

务院专门印发通知， 整合多部门力量， 集

党和国家之力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 第

二， 过去 “打黑” 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

出发， 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这

次 “扫黑” 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巩固

执政基础、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维护国家

长治久安的角度 ， 在更大范围内 ， 更全

面、 更深入地扫除黑恶势力。 第三， 过去

“打黑” 打得多 ， 防得少 。 这次 “扫黑 ”

更加重视综合治理 、 源头治理 、 齐抓共

管。 各行业的主管部门明确了扫黑责任，

加大了防范力度。

九、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提

出的新的斗争口号是什么？

答 ： 有黑扫黑 、 有恶除恶 、 有乱治

乱。

十 、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责任

人、 直接责任人是谁？

答 ： 一是强化党委 、 政府的主体责

任， 各级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

二是强化党委政法委和政法机关的直

接责任， 各级政法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作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直接责任人。

咨询： 李某是家庭主妇， 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

其丈夫王某在外做生意， 所得盈利均做家用。 王某做

生意期间因经营需要向银行、 朋友多次借款， 后因资

金周转问题， 无法还款导致债务爆发。 问： 王某做生

意产生的债务是否应当由王某、 李某夫妇共同承担？

律师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

第

17

条规定：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

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不

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 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

该笔债务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 二是该笔债

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王某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 关键点就在于其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

经营的生意 。 本案例中 ， 王某在外经营赚钱养家 ，

李某在内操持家务， 王某的经营收入所得是家庭主

要生活经济来源， 所得盈利也用于了家庭生活， 二

人为了共同的家庭而分工协作， 王某的借款用于经

营需要， 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本报讯 黄安 记者贺巍报道：“ 现在开

庭……”

4

月

26

日下午

15

时， 随着上饶县

法院副院长王春晴的法槌落下， 原告潘某

与被告邹某离婚纠纷案庭审正式开始。 近

年来，上饶县法院坚持深化司法公开，充分

发挥“ 领头雁”效应，院庭长带头开展庭审

直播， 并采取多项举措保障庭审直播工作

稳步推进，取得明显成效。 据统计，去年该

院共在“ 中国庭审公开网” 直播案件庭审

960

件，在“ 江西庭审公开网”直播案件庭审

2123

件，直播数均在全市法院名列第一，在

全省法院名列前茅。

院庭长带头直播，突出示范化。 该院院

长亲自推动、率先垂范，

2018

年，该院院长

主审的案件全部庭审直播，院庭长在“ 中国

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

510

件，占全院直播

案件数的

53.13%

，在“ 江西庭审公开网”庭

审直播

1105

件 ， 占全院直播案件数的

52.05%

，在院庭长的示范作用引领下，员额

法官及时转变理念， 克服畏惧心理， 树立

“ 互联网

+

审判”思维，自动自觉、积极踊跃，

养成庭审网络直播的好习惯。

加强软硬件建设，实现规范化。 该院

多次下发文件、 通过对庭审直播的范围、

申报程序、部门分工和技术保障等做出具

体规定，将各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落实

庭审责任到人， 确保直播流程运转规范。

加大项目资金投入，在院机关

8

个审判庭

和

5

个法庭的审判庭全部安装庭审直播

设备，实现庭审直播全覆盖。 加强书记员

培训 ，聘用专门技术人员 ，及时处置庭审

直播时发生的各类故障，为庭审直播保驾

护航。

代表委员“ 挑刺”，凸显实效化。 该院自

2008

年起坚持开展庭审观摩， 并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执法监督员、人民陪审员、

律师等各界社会人士担任评委， 对法官的

庭审活动进行“ 挑刺”，发放评议表，设置庭

审礼仪、程序、能力等打分项目，庭审结束

后立即召开点评会， 评委毫不留情地指出

庭审过程中存在的不严格、不规范等问题，

大大提升了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

对标考核监管，强调目标化。 该院加强

对庭审直播的考核力度， 将庭审直播工作

纳入绩效考核，并与年终绩效奖挂钩，要求

员额法官庭审直播数不得少于应办案件数

的

85%

，每减少

1%

扣

0.2

分，直至

5

分扣

完为止。 审管办每月对庭审直播情况进行

督查通报，公开晾晒庭审直播数，并对直播

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提示， 对进一步规范

办案法官正确适用法律、 程序起到了积极

促进作用。

咨询： 李某和王某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 但双

方生育一女儿李小某， 之后， 李某因意外过世。 问：

李小某对李某的财产是否有继承权？

律师解答： “私生子” 在法律上称为非婚生子

女， 我国 《婚姻法》 规定：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

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

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母的婚生子女有同等继承其生

父母遗产的权利等。 对于非婚生子女依法享有的权

利， 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侵犯。” 因此， “私生子” 享

有继承权， “私生子” 可以继承财产。

根据我国 《继承法》 的规定， 继承可以分为遗

嘱继承和法定继承。

1

、 遗嘱继承： 如果被继承人立

了遗嘱， 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 继承人可以依据遗

嘱的内容继承相应的财产， 任何人无权剥夺。

2

、 法

定继承： 我国 《继承法》 规定法定继承应当按照一

定的顺序进行 ， 而配偶 、 父母 、 子女排在第一位 ，

非婚生子女因为享有与婚生子女平等的继承权， 属

于第一顺位继承人。

（ 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 陈金标）

机动车已转让但未过户，

事故责任由谁承担？

咨询： 李某驾驶车辆时， 因与对向其他车辆会

车时采取措施不当， 撞上行人余某， 交警部门作出

事故认定书， 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余某无

责任。 经查， 李某驾驶的车辆登记在吴某名下， 事

发前， 吴某已将车辆转让给李某， 李某支付了转让

款， 但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 问： 由谁承担余某的

赔偿责任？

律师解答： 根据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条

的规定： “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

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发生交通事故

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 由

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吴某已将车辆转让

给李某， 且已实际交付， 机动车的管理、 支配以及

收益的权利均不归于原所有人吴某， 因此原所有人

吴某对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不具有防范与控制的

能力，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主体应是机动车的实际所

有人即李某。

“私生子”有继承权吗？

德兴：

联合执法专项整治“两违”行为

以为罂粟能治病 非法种植被拘留

12名警嫂“零距离”体验从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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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宣传“扫黑除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