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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烟草被查获

本报讯 近日，武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接到群众举报：朝阳三街有人经营假冒伪劣
香烟。经侦大队民警当即按照“秋冬攻势”
专项行动方案要求，联合武陟烟草专卖局
工作人员赶往举报地点。民警经秘密跟
踪和调查取证，于当日 17 时，将正在卸货
的左某（男，40 岁）抓获，当场查获假冒烟
草 15 个品种 1500 余条。经查实，犯罪嫌
疑人左某对今年 1 月份以来非法从山西、
浙江等地购买假冒香烟 2000 余条对外销
售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李明旺）

扎实推进社区矫正监督工作
本报讯 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近日联合司

法等相关部门共同对辖区13个乡镇（街道）的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查看社
区矫正人员的接收等环节是否依法执行，并对
部分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了询问交谈，具体了
解社区矫正过程中是否有个人合法权益受到
侵犯等情况。 （殷亚南）

租车抵押160万 赌博挥霍一空

本报讯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犯
罪嫌疑人何某以往开封电厂等地送煤拉料为
由，与王某等 13 人签订货车租车合同，先后
将王某等人的 16辆货车租走，转手抵押给原
阳的兰某，将抵押来的 160 余万元现金用于
赌博，挥霍一空。受害人无奈之下，选择报
警。武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在“秋冬攻势”专
项行动中，经过深入调查取证，于2014年1月4
日将何某（男，32岁）在武陟县詹店镇何营西村
其家中抓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犯罪嫌
疑人何某交代了其将王某货车转手抵押，并将
抵押款挥霍一空的犯罪事实。 （李明旺）

践行群众路线 开展法制宣传

本报讯 为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近
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执行局干警来到鹤壁
市世纪广场开展了以“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
执行”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该局通过设
置咨询台、发放法律宣传丛书、悬挂标语等措
施进行宣传，进一步加强全市人民对执行工
作的理解。 （崔玉华）

虚开发票获取非法利益

本报讯 2013年9月份以来，焦作市某公
司负责人宋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焦作市

某公司购得19份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供给武
陟县某公司，涉税金额高达130万余元。武陟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在“秋冬攻势”专项行动中，
通过深入调查取证，证实宋某有虚开增值税作
案嫌疑。1月3日12时，办案民警以洽谈煤炭业
务为由，将宋某约至武陟县城将其抓获。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宋某对其获取非法利益、非法购
买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李明旺）

回访帮教暖人心

本报讯 为全面做好少年审判工作，近
日，信阳市浉河区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的法
官们来到郑州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探望经该
院判处刑罚的 10 名青少年，鼓励并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了他们
改过自新、回报社会的决心，取得了良好的
回访帮教效果。 （孙良军余童）

武陟警方
捣毁一生产、销售伪劣鸡爪窝点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证群众餐桌安全，提
升群众安全感，在“秋冬攻势”专项行动中，武
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按照“查源头、端窝点、
抓主犯”打击食品犯罪工作主线，于 1月 5日

组织民警捣毁一生产销售伪劣泡椒凤爪、乡
巴佬鸡腿等食品窝点，当场查获伪劣泡椒凤
爪、乡巴佬鸡腿等 2600 余箱，以及待加工腌
制鸡爪20余桶、双氧水原料20余桶以及大量
的包装袋 180箱，抓获犯罪嫌疑人 6名，并查
封锅炉、封口机、高速自动分页机等生产设备
10余台。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控
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李明旺）

加大力度集中执行涉民生案件

本报讯 根据省高院指示精神，鹤壁市淇
滨区法院组织开展了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
行活动，加大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存生活案件
的执行力度，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为此，他们制订了活动方案，“集中执行涉民
生案件”活动的序幕在淇滨区法院紧锣密鼓
的工作中拉开了。 （崔玉华）

加强节前监所安全防范

本报讯 为提高驻所检察干警和监所人
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确保春节期间监所的安
全稳定，近日，西平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对监所
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对监所存在的安全隐
患进行排查，并就发现的个别问题及时向看
守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监所尽快制定有效
措施，切实加以整改。 （冯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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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记者 孙燕 通讯员 李冰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李某和赵某
在婚后取得的 5 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赵某已经明确
放弃分割，且已得到补偿，赵某是否有
权再要回土地。

首先，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
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
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
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
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
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权。”上述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并
未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夫妻共同财
产。那么，是否为第五项规定的其他应
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呢？我国《物权
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
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
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
业生产。”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
用益物权，而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双方共
同拥有所有权的财产，因而不属于《婚
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其次，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干石桥村

在分给二人责任田时，是村民基于其身
份而无偿取得的，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
障的功能。

综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
物权，不应当归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
畴，所以赵某有权再要回土地。当然，
夫妻双方因经营责任田所获得的收益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某银
行邓州支行辩称的：应先刑后民，在刑事
案件侦破前本案应先中止审理的理由是
否成立？二是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由谁
来承担？对第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
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
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
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
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关某所主张由某
银行承担责任的理由与伪造银行卡犯罪
行为有一定的牵连性，但不属于同一法
律关系。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
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在
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
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
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
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因此，受
害当事人和储蓄机构之间是合同违约，
储蓄机构与他人之间是犯罪侵权，分别
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法院应
当坚持民刑分别审理原则，而不能“以刑
事对抗民事”，拒绝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
事权益，致使民商事审判工作不能规范
有序进行。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辩
称应先刑后民，在刑事案件侦破前本案
应先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个问题，作为储蓄机构，应当向
储户支付存款的义务并不因案外人的盗
窃行为而免除。储户有自由取款的权
利，储蓄机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储户
取款时支付相应的存款，否则即为储蓄
机构违约。本案中，某银行与关某是储
蓄合同关系，依照《商业银行法》第六条
的规定，银行负有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
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的法定义务。
该项义务自动内化为作为存款人的持卡

人与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条款。如
银行未能尽到该项义务，则需要向持卡
人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
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
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
定或按照约定解决。”虽然该合同履行中
由于遵义银行及特约商户的原因造成合
同一方关某的经济损失，因关某与遵义
银行及特约商户之间不存在合同约定或
其他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遵义银行及
特约商户也不是关某与某银行合同中的
当事人，且遵义银行及特约商户系某银
行所办借记卡联网消费机构，即属双方
约定的向债权人关某履行债务的第三
人，据此，因履行合同不当而产生的违约
责任应由某银行承担。至于储蓄机构，
在赔偿储户损失后可向案犯追偿。另
外，本案中关某经济损失的产生原因属
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竞合。在此情形
下，作为权利人有权选择自己所诉的诉
种，而本案中关某选择了以违约之诉的
方式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合理合法，故
某银行诉称本案应追加贵州遵义金融机
构及特约商户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理由不
能成立。而且，金钱系一般流通物、种类
物。受害当事人将金钱交与储蓄机构并
办理存款手续后，该存款就是储蓄机构
的财产了，受害当事人只是依据储蓄存
款合同对储蓄机构享有相应要求付款的
债权。案外人侵权损害的是储蓄机构的
财产，所以不适宜让受害当事人诉讼案
外人来维权。

另外，从银行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
在使用借记卡过程中防范意识不强，未
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在他人多次
存取款未能及时发现该卡已被他人使
用，存在一定过错。根据双方的过错程
度，一审法院判决原、被告按1∶9承担责
任是合理合法的。

银行卡被复制，存款被取走

银行被判担责90%
□记者 孙燕 通讯员 黄彦兵李汉岑

保护存款安全是储户与银行双方共同的
义务。作为储蓄机构，应当通过技术投资和
硬件改造加强风险防范，加强对ATM机的日
常维护、管理，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维护储
户的合法权益，对于ATM机无法识别银行卡
的真伪，这种安全漏洞及技术风险应由银行
承担。作为储户，应当严格保管好自己的存
折、银行卡、账户信息及密码。那么，如果犯
罪嫌疑人用复制的卡将受害人借记卡上的存
款取走，受害人能否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2010 年 4 月 28 日，邓州市民关某向某银
行邓州支行申请开办了借记卡，并签订了个人
结算账户申请书，设置了银行账户密码，未开
通网上银行。自开办账户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期间，关某卡内存款交易正常。至 2012年
10月 11日关某卡内余额 1331.17元。2012年
10月 28日，犯罪嫌疑人盗取他人卡内存款后
向关某卡内转存 1.8万元。当天，在异地分 4
次支取现金19100元，支取手续费191元，消费
40元。2012年 11月 7日，关某卡内显示转存
2087.70 元工资款，11 月 8 日又被犯罪嫌疑人
异地支取 2000 元，手续费 22 元，消费 60 元。
11月 16日，关某在银行营业大厅向卡内存款
38 万元，卡内余额为 380005.87 元。11 月 18
日，犯罪嫌疑人用复制的借记卡在贵州遵义通
过在银行取现和特约商户消费及网上消费的
形式，分 4次支取现金 2万元，支付手续费 208
元；后又分 7次在特约商户消费 310072元；网
上银行消费49720元，卡内余额为5.87元。

11 月 26 日，关某取款时，被告知卡内无
款，原告当即报案，现该案已立案查处。在与
银行多次协商无果后，关某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被告某银行邓州支行赔偿损失 383417.3元
及存款利息。

被告某银行邓州支行辩称：本案属盗窃
案，根据先刑后民的法律规定，本案应中止诉
讼。原告持卡使用过程中有重大过错。借记
卡须知中载明卡由本人使用，但有证据证明原
告之妻持有使用过。且该卡中曾有外来资金
汇入，原告未引起注意，使用中不够谨慎，故对
卡内存款被盗一事应负过错责任。庭审中，被
告某银行邓州支行要求追加贵州遵义银行及
特约商户为共同被告。

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按1∶9承担责任，被
告某银行邓州支行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赔
偿原告关某存款损失345071.7元，并支付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

一审宣判后，被告某银行邓州支行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 说法

明确放弃分割的财产
还能再要回吗？

案情

李某与赵某于1999年6月6日登记
结婚，2000年两人所在的遂平县干石桥
村调整土地，两人按每人 2.5 亩从村里
分得 5亩责任田。2012年 12月 9日，李
某与赵某协议离婚，双方在协议中约
定：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赵某放弃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于 3日内补偿赵
某6万元。后赵某向李某提出要求耕种
自己的责任田，李某认为，土地是双方
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某已经明确放弃分
割，且已经给予赵某补偿，赵某无权再
要回土地。经村委调解未果，赵某于
2013年 3月 5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
某归还责任田2.5亩。

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李某在 10日
内将上述责任田归还赵某。

啊？我银行卡里的
钱怎么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