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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结婚证
无法申领遗属补助

宗某生前是如皋黄市乡
卫生院工作人员。1947年，
他与女子宗崔氏按农村风俗
成婚。1949年前，宗某娶了
宗章氏为二妻，两人婚后育
有一子。

2013年7月，宗某去世，
两名遗孀宗崔氏、宗章氏继
续在一起生活。宗某的子女
向当地人社部门递交了“如
皋市干部、职工遗属补助申
请表”。经审核，由宗某的合
法妻子宗崔氏每月领取遗属
生活困难补助。

今年2月，宗崔氏也去
世了。作为宗某唯一在世遗
孀，宗章氏要求人社部门为
自己办理遗属补助，没想到
却被一纸结婚证拒之门外。

如皋市人社局表示，由
于宗章氏无法提供民政部门
出具的婚姻关系证明，按规
定不能为其办理遗属补助。

宗章氏最终将如皋市人
社局诉至法院。

60多年前的
一份文件解了难题

“就因为没结婚证，我母
亲就无法作为遗属领补助
吗？”法庭上，宗章氏的儿子
认为，虽然没有结婚证，但宗
章氏在常住人口登记表上与
宗某的关系为“二妻”，宗崔
氏大儿子的户口本上也载明

“大母宗崔氏，二母宗章氏”，
这些都是父母事实婚姻的佐
证。

法院在受理该案后积极
调查，最终在外地一所大学
的资源库里找到一份1953
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
制委员会颁布的《有关婚姻
问题的若干解答》，其中明
确：“依婚姻法规定，婚姻是
一夫一妻制的。至于婚姻法
施行前的重婚、纳妾，是旧社
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否离
婚，要看女方要求来决定。
如女方提出离婚，法院应依
法准许其请求。如女方没有

这样的要求，就仍应让他们
保持原来共同生活的关系。”

人社局当庭
为老人办妥申领手续

为减少92岁高龄的宗
章氏舟车劳顿，法院把开庭
地点放在老人所在的江安
镇。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这
份文件，基于对妇女权利的
尊重和保护，当时的法律根
据客观情况可有条件地认可
解放前所形成的事实婚姻。
本案中，宗某与宗崔氏、宗章
氏的婚姻关系是解放前历史
遗留产物，宗章氏与宗某、宗
崔氏一直保持共同生活关
系，在尊重历史和社会习俗
的前提下，对已形成事实婚
姻关系应予认可。

同时，根据南通市劳动
局、南通市总工会《关于供养
直系亲属范围答复口径的
函》规定，职工有两个配偶
（婚姻法以前），只能选择一
个列为供养直系亲属，列为
供养对象的一方死亡后，可
将另一方列为职工的供养直
系亲属。也就是说，宗崔氏
去世后，宗章氏就成为宗某
的供养直系亲属，依法依规
应领取宗某的遗属生活补助
费。

经法院协调，如皋市人
社局当庭明确，宗章氏可从
2019年3月起享受遗属生活
困难补助，同时工作人员当
庭为宗章氏办好遗属生活补
助费的各项申领手续。至
此，这桩特殊的行政诉讼案
件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撤诉。

“之前没能为宗章氏办
理补助，也是因为未查找到
相关法律依据来证明其与宗
某的合法夫妻关系。”当天出
庭的如皋市人社局局长胡晓
勇说，法院出示的材料为解
决问题提供了依据，因此人
社部门依法依规当庭为宗章
氏办理了补助领取手续。
据《人民法院报》

走路就能赚钱？小心落入传销新套路

解放前的二妻有没有资格领遗属补助？

92岁老妪为领补助
告人社局胜诉

江苏如皋市92岁宗章氏是宗某（已故）解放前娶的
二妻，宗某死亡后遗属生活补助费一直由妻子宗崔氏
（大妻）领取。宗崔氏死亡后，宗章氏认为其可以领取遗
属生活补助费，但当地人社部门认为宗章氏是解放前宗
某的妾，没有婚姻证明而拒绝支付。宗章氏遂一纸诉状
将如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

近日，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在如皋市江安
镇对此案公开巡回审理，认为在尊重历史和社会习俗的
前提下，对已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应予认可。经法官协
调，如皋市人社局当庭为宗章氏办好遗属生活补助费的
各项申领手续。

大
河
法
律
服
务
团
咨
询
电
话
：1 3

6
8
3
7
1 9
0
3
6

（

邮
箱
：d

a
h
e
h
a
n
j i n
g
w
e
i@

1 6
3
.c
o
m

）

手机App
以赚钱为噱头吸引用户

在日前被立案调查的
趣步App中，用户通过走
路记录步数可以获得名为

“趣步糖果”的奖励。“糖果”
相当于 App 中的“硬通
货”，用户必须通过“拉人
头”来提高自己的活跃度，
以获取更多“糖果”，兑换更
多的钱。上级用户用高额
收益诱惑“下线”接盘，“下
线”再继续拉人入伙，吸引
前赴后继的接盘者。

无独有偶，今年3月，
花生日记App因涉嫌传销
违法行为被开出7456万元
的天价罚单。花生日记是
一款打着“赚钱神器”名号
的导购类 App，用户缴纳
99元升级费后会成为超级
会员，可享受购物优惠券，
还可以从“下线”的消费金
额中提取佣金。

“这种以赚钱为噱头吸
引用户的手机App属于庞
氏骗局（对金融领域投资诈
骗的称呼）。”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
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表示，
传销的本质是经营者没有
提供实质性的商品或服务，
而是通过发展上下层级形
成分配提成的关系，从中牟
取非法利益。目前，号称以
各种方式赚钱的手机App
本质上是通过“拉人头”形
成上下层级关系，下级人员
缴纳入门费、会费等各种费
用付给上级人员，这种情况
属于传销行为。

“上述的赚钱类App卖的

不是商品，而是‘噱头’，是
一种虚拟商品，并非一般经
营者售卖的实物、服务、体
验类的商品。”北京工商大
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
涛解释说。

如何判断
App是否涉嫌传销？

除了走路、购物等，还
有一些“看新闻能赚钱”“随
时提现不受限”等新闻类
App也以赚钱为噱头进入
用户的视野。有的App还
以各种高额奖励来鼓励用
户发展“下线”，吸引更多使
用者。

那么，如何判断赚钱类
App 是否涉嫌传销行为
呢？刘德良认为，涉嫌传销
的App具有以下三方面特
征：第一，要看是否形成上
下层级的关系，是否有发展
人员的行为；第二，要看利
益分配关系，上级人员的收
益是否以下级人员缴纳的
各种费用为依据；第三，是
否有真实的商品或服务进
行销售或经营。此外，公司
的利润是否主要来源于会
费或该产品的使用费，也是
判断是否为传销的依据。

“一旦会员成为传销人
员，并且有相应‘拉人头’的
行为，就可能涉嫌传销，会
员会转化成为传销共犯，在
无意识中触犯法律。”洪涛
提醒，根据《禁止传销条例》
规定，介绍、诱骗、胁迫他人
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
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加
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
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为何赚钱类App
能轻易让人上当受骗？

动辄上千万的会员，数
十个不同会员层级……传
销App以各种极具诱惑力
的赚钱方式出现在人们面
前，“病毒式”传播影响力远
比一般人想象的范围广。

花生日记App曾设定
“平台（分公司）——运营商
——超级会员——下级超
级会员……”的层级式管理
架构，采取多层级佣金计提
制度，发展会员2100多万
人，会员层级最多达51级，
会员遍及全国各省市，收取
佣金达4.56亿元。

为什么各种赚钱类
App会轻易吸引多人上当
受骗呢？

洪涛认为，目前，社交
电商采取App的方式创造
相应的场景增强用户的体
验性，这给用户带来很强的
诱惑性。

谈及对赚钱类App的
整治和规范问题，刘德良建
议，加大传销违法犯罪行为
的惩处力度，让传销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承担的责任远
大于收益，这样才能从根源
上遏制传销行为。最重要
的是，还要在社会层面宣传
普及传销本质，让用户真正
提高警惕，鼓励社会对举报
传销的行为进行奖励。

据《检察日报》

只要每天走够4000步，每月就至少能赚200元，上不封顶。近日，趣
步App涉嫌传销、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其开发商被正式立案
调查。此外，多个购物消费、新闻阅读类App也以“赚钱”为噱头吸引用
户，逐渐走上疑似“拉人入伙”就能获回报的传销模式。这些涉嫌传销的
App为何能吸引到庞大的用户量？它们都有哪些特征？普通用户如何辨
别？参与其中的用户是否可能担责？相关领域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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