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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县黄岗镇老湾村村民王某于2011

年10月1日外嫁于在广东珠海打工认识的刘

某，但其户口并未迁走。2012年3月9日，因

老湾村需要进行新型农村社区改造，桐柏县人

民政府征收该村部分土地，王某所种耕地也在

其中。县政府向老湾村村委会拨付了征地补

偿款。2012年3月25日，老湾村村委会召开

村民代表会议，商议补偿款发放办法，会议决

定取消王某的分配资格。王某得知后与村委

会协商未果，将村委会告上法庭。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取消王某的分配

资格，是村委会以村民民主议定程序的村民

代表会议形式作出的，从客观上体现了全体

村民的意志，权益受侵害村民能否请求撤

销？另外，外嫁女是否享有补偿款分配资格？

对于村委会决议效力问题，我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会

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

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

内容。我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集体

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

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

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据此，

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村民有权请求撤销村民代

表会议违反法律规定的决议内容。

对于外嫁女补偿款资格问题，我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土地征收或

者征用补偿费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

利。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

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最高人民法院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解释》中也明确规

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

予支持。据此，农村外嫁女只要户口仍在本村尚

未迁出，就仍然享有土地补偿金分配权。

法院最终经过审理，依法撤销了该村村

委会决议中关于取消王某分配资格的内容，

及时维护了其合法权益。基于类似案件在农

村频发，法官提醒：即使村委会是以民主议定

程序通过某决议，但决议内容也应符合法律

规定。农村外嫁女只要户口尚未迁出本村，

其基于村民成员身份的合法权益，就应得到

充分保障。（ 刘书旺系桐柏县人民法院院长）

1月10日上午，鹤壁市2012年第四季度

“十件好人好事”暨年度“十佳好人好事”表彰大

会在市公安局召开。退休交警李应喜危急关头

舍身救学生被评为第四季度“十件好人好事”榜

首。

李应喜原在鹤壁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工

作，2009年8月光荣退休。从退休前的1997年

至今，每天早上7点30分按时上岗，在市第四小

学门口护送学生过马路，指挥疏导交通，从未间

断过，被人们称为校园“活雷锋”。事发的2012

年12月10日早晨7时40分许，正值车流和人流

量高峰时段，李应喜像往常一样来到市第四小

学门前这段坡道上护送孩子们上学，刚把一群

上学的孩子护送到学校门前的人行道上，只见

一辆车牌号为豫F115××的2路公交车行驶到

红旗街东方红广场由西向东下坡时突然失去控

制。而这辆公交车的正前方有个上学的男孩正

在过马路。李应喜遂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一

把将男孩拽到一边。而李应喜却在救孩子时一

只胳膊被撞伤。 （张辉汪春）

冒充车管所工作人员，以

“汽车退税”为名进行诈骗。近

日，林立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郑

州市金水区法院依法作出一审

判决。

去年4月，林立找到邓军、

邓小辉、邓林林，在合肥租房子、

买手机，然后以每条一元钱的价

格从网上买了 1000条车主信

息，开始实施诈骗。2012年5月

29日，林立一伙通过电话联系到

了郑州市的王女士，自称是车管

所的工作人员，通知王女士新买

的车可以退还3%的购置税，需要

她准备一张银行卡并且到ATM

机上进行操作退税。随后王女士

按照要求去了银行的ATM机上

进行操作，操作完之后突然觉得

有点不对劲，立刻查询了卡上余

额，发现卡里少了3.6万多元钱，

她这才发现上当了。

随后，林立一伙以同样的方

式继续诈骗，直到被抓，共计诈

骗8万余元。

法院根据每人诈骗金额，依

法作出如下判决:林立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1万元；邓军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

元；邓小辉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邓林林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高方方）

永城市50岁女摩的司机苏某深夜遭遇

抢劫，她勇敢搏斗，夺刀将38岁劫匪刺伤，最

后制伏歹徒。经永城市公安局审讯，并经山

东省警方证实，犯罪嫌疑人高新强6年前曾涉

嫌抢劫杀害一名出租车司机，系抢劫杀人网

上在逃嫌犯。

1月10日19时36分，永城市城关镇副镇

长、中山派出所所长夏超峰接群众报警，称宝

塔路东段沱河大堤上东方红饲料厂附近有人

打架，受害人伤势严重。

夏超峰通报正在城效煤矿出警的值班副

所长蒋彦彦，带领民警来到现场，发现河堤上

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旁边躺着一名中年妇

女，满脸是血，看不清该女子面目特征。民警

询问时，该女子说话断断续续、有气无力。从

她语无伦次的话语中，民警听出了她叫苏某，

是一位摩的司机，被一男子骗到这里后遭遇

持刀抢劫。由于该女子极力反抗，抢劫男子

恼羞成怒，用刀、砖对该女子疯狂殴打，致使

其头部多处受伤，血流不止。苏某还说，在与

歹徒搏斗中，她夺下该男子的刀，把歹徒扎伤

了，伤情应该很重。歹徒倒地后，她用摩托车

上的绳子将其脚捆绑上。

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身负重伤，蒋彦

彦拨打120，将伤者送往永城市人民医院进

行抢救。清创表明，女摩的司机头部、脸部

多处受伤，缝合10余针；歹徒中指、无名指肌

腱割断。待到将B超、X光和CT等全部检

查一遍，伤者脱离危险，时针已经指向凌晨3

时。

永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金龙

介绍，犯罪嫌疑人高新强归案后一度顽抗，拒

不交代作案经过。夏超峰为其购买了食品，

并送来了棉衣，感化了犯罪嫌疑人。高新强

交代，他是山东省嘉祥县仲山乡人，2006年9

月9日曾对一出租车司机实施抢劫，采取刀

刺、按头等手段捆绑出租车司机孟某并用胶

带封口，致孟某窒息死亡。案发后，高新强四

处逃窜，被山东郓城警方列为网上在逃嫌犯

追捕。今年1月10日，一天没吃东西而且身

无分文的高新强准备了一把匕首作为作案工

具，实施抢劫，没想到栽在了一位神勇的女摩

的司机手下。

经与山东省郓城县公安局联系，他们证

实了高新强的作案经过，高确系抢劫杀人在

逃嫌犯。近日，犯罪嫌疑人高新强将移交山

东警方审理。

（张浩）

近日，一个利用作弊器对驾证考照作弊

的10人犯罪团伙被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以

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罪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近日，南阳市驾驶员考试中心有人向龙

升派出所举报，考场外“东顺快餐店”老板涉

嫌替考生考试作弊。接到举报，民警化装成

考生进入该饭店，刚好发现有一青年女子正

在给饭店老板孙建1000元钱，被当场控

制。经突审，犯罪嫌疑人孙建供述，开了这

家“东顺快餐店”后，他认识了一个办驾校的

李玉庆，就负责给李玉庆联系介绍想通过作

弊考试过关的考生，介绍一人得好处费300

元，先后介绍考生80多人。

根据孙建的交代，民警立即行动抓获了

李玉庆。据李玉庆交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认

识了犯罪嫌疑人孙斌，他保证只要一个考生

拿出500元就能保证科目一顺利过关，并让

他看过考试作弊用的工具。作弊设备主要

是接收器和发射器，接收器是个DVD，能接

收到发射器摄像头拍摄的内容，发射器是个

摄像头固定在衣服上，考生耳朵里放一个小

耳机。考生进入考场，考试的内容拍摄下来

发射到接收器上，由孙斌做好答案后再传送

到考生的耳机里。就这样，李玉庆把自己的

学员介绍给孙斌，由孙斌负责考试过关，每

个考生拿出1000元两人平分。其中，由孙

建联系的考生，李玉庆再将自己所得的500

元分给孙建300元。

根据李玉庆交代的线索，民警迅速行

动，抓获了孙斌，打掉了这一利用作弊器考

驾照的犯罪团伙。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之

中。 （曾庆朝赵金强李国伟）

近日，孟州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社

区、企业、建筑工地走访调查，宣传冬季安

全防范知识，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问题。图为会昌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工地

走访排查。

马琳娜摄

1月14日，因不满早起购物

的学生敲门影响自己休息，在学

校外经营小卖部的王某开门后

用锁将学生砸成轻伤，被虞城县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二年。

2012年11月，某中学学生

李某早上6点到校门口的一家小

卖部买东西，因天气太冷，店主

王某没有开门。李某便使劲拍

门，王某被吵醒后非常生气，开

门后便用锁具砸到李某脸上，致

使李某嘴和牙齿受伤，后经法医

鉴定为轻伤。事发后，王某后悔

莫及，共赔偿李某医疗费等共计

3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王某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考

虑其能主动归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又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经

济损失，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

决。 （程安营）

近年来，由于土地征收、城镇拆迁

等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案件在

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就其发展态势有

增无减。此类案件的高频发生，不仅

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稳定，也直

接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

任度，因此引起了全社会的共同关

注。由于土地征收涉及农民的群体性

利益，波及范围较广，一旦处理不当，

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在预征

地及报批阶段充分听取被征地农民意

见，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就显得尤为

重要。对此，国土部《关于当前进一步

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中明确规

定：对因征地补偿安置不到位等引发

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地区，要限期整

改。整改期间，暂缓受理所在地区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和报批申请。

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闫凤翥

近日，武陟县交警大队的民警在农贸物资交流大会上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该县的农贸物资交流大会商贾云集，热闹非凡，交警大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

农贸交流为平台，派出民警大力开展冬季交通安全宣传，弘扬文明交通主旋律，

将交通安全的种子播向千家万户。 文立新 摄

近日，遂平县检察院以考促学，组

织全院干警进行了以十八大精神、新

刑事诉讼法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测试。

图为检察长戴海建和班子其他成员带

头参加考试。

常新年徐华君摄

驾驶摩托车偷鸡的两名嫌

疑人被巡逻民警查获，但两人拒

不交代作案地点，经民警奔赴三

个乡镇行程100余公里找到失

主，两名嫌疑人才低头认罪。

1月11日凌晨3时许，卢氏

县公安局双槐树派出所负责人

赵信阳带领民警在辖区巡逻时，

发现驾驶一辆摩托车的两名男

子形迹可疑，经盘查，摩托车上

有两只鸡和一桶食用油等物，面

对民警询问和说服教育，两名嫌

疑人李某、靳某交代了在卢氏县

官坡镇碾道村偷鸡的违法事

实。于是，民警带着李某、靳某

二人奔赴30公里外的碾道村查

找失主，直到上午11时也没有

找到失主，李某、靳某二人又说

是在双槐树乡偷的，民警只好返

回双槐树乡继续查找失主。下

午2时许，李某、靳某二人发觉民

警找不到失主誓不罢休的情况

后，终于承认是在五里川镇209

国道边作的案，但说不清具体位

置。于是，民警沿209国道逐村

排查，下午5时许终于在五里川

镇毛坪村、马连村找到了失主聂

某和马某，将被盗物品返还给了

失主。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拘

留。 （杨宗有）

近日，西峡县法院审理一

起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杜某保险金

15210元。

2007年10月20日，杜某在

保险公司为妻子李某投保如意

安康重大疾病保险，约定保险费

10年交清，每年交1042元。保

险单约定保险期间为自2007年

10月 20日至 2013年 10月 20

日或者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

险事故发生时止。杜某按约定

已交清了 5 年的保险费合计

5210元。2012年3月15日，被

保险人李某因突发心肌梗塞而

死亡。事情发生后，作为受益人

的杜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

险公司却以种种理由拒赔。

2012年10月25日，杜某一纸诉

状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发生保险事

故，保险公司应当按保险合同约

定支付保险金，保险条款约定的

重大疾病含“急性心肌梗塞”，保

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赔付重大

疾病保险金1万元和身故保险

金5210元。据此，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贾玉仙苏晓伟）

太康县十龄童龙龙（化名）

骑电动车带着姐姐上街理发，没

想到在回家的路上与一辆无证

摩托车相撞，为此发生争端。近

日，在太康县人民法院法官的调

解下，龙龙的父母、摩托车车主、

被告刘某和太康县农村公路管

理所各自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近日，太康县逊母口镇白庄

村年仅十岁的孩子龙龙骑两轮

电动自行车载着其姐去理发，在

行驶至逊母口镇南段时与相向

而行的张某驾驶的无证两轮摩

托车（载有2人）相撞，致使原告

龙龙和摩托车车主张某受伤。

事故发生后张某的亲属将龙龙

送往医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

13782.01元。

事发后，张某支付给龙龙

3000元后便不再支付。无奈之

下，龙龙的父母遂将张某、在公

路上堆放石子的刘某和县农村

公路管理所一同告上法庭。在

太康县法院法官的调解下，三被

告分别赔付原告6500元，2000

元和3500元。

（李翠平李康）

近日，安阳县法院为辖区80所中小学校

发放“法官校长”联络牌。联络牌上标明法

官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和监督电话，并公示

在学校显著位置，方便全校师生与法官联

系，有效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黄宪伟 靳庆霞摄

空手夺白刃 制伏男劫匪 投保后死亡遭拒赔
法院判决拒赔无理

辗转百里查线索
盗鸡毛贼被拘留

网上买来车主信息
汽车退税骗人钱财

十龄童骑电车上街
酿车祸多方担责任

敲门声惹恼店主
为发泄砸伤顾客

村委会决议能取消外嫁女的征地补偿权吗
□刘书旺黄健

退休交警李应喜
危急关头救学生

被评为鹤壁市
第四季度“十件好人好事”榜首

考驾照，作弊竟用高科技
南阳警方打掉一利用作弊器考驾照的犯罪团伙

农贸搭台 交通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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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引发
重大群体性事件的
市县批准征收土地

永城市50岁女摩的司机真神勇——

遂平检察 以考促学 孟州公安 走访调研 安阳法官“走”进校园

土地法规

法制案例

以案说法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