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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左市界：
本院受理张海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六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5年8月13日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焕婷：
本院受理原告陈玉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范县人民法院张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2015年8月13日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孙胜伟：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金夫人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商标
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原告重庆金夫人实业有
限公司不服本院（2014）濮中法民三初字第00030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2015年8月13日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秋生:
本院受理原告崔凤云诉你及苏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年8月13日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秀云：
韩刘氏申请执行评估你方所有的一处房产（位

于驻马店市驿城区淮河大道与乐山路交叉口东北
角 爱 克 首 府 204 室 ，产 权 证 号 驻 房 权 证 字 第

201408339），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选定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院
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选
定，并在本公告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现场勘
验，请参加。 2015年8月13日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前进、樊小迷：
韩涛申请评估拍卖你方所有的一套房产（位于

驻马店市驿城区文明大道与开源路交叉口西南角
玫瑰苑2号楼2单元13层1308室，房权证号为驻房
权证字第201403436号），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院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权利放弃，本院
将依法选定，并在本公告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
织现场勘验，请参加。 2015年8月13日

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 10
时至9月1日10时，在淘宝网平台上（网址 http://sf.
taobao.com。户名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房产一处，建筑面积 184.8 平方米。起拍价为
260000元，保证金16000元，有意竟买者请按照淘宝
网的司法拍卖要求参加竞买，竞买不成交，保证金

全额无息退还。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
网（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标的咨询时
间：自2015年8月12日起至2015年8月30日（工作
时 间），咨 询 电 话 ：0396-2163046，监 督 电 话 ：
0396-2163006。联系地址：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211房间。 2015年8月13日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将于2015年9月1日10
时至2015年9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新蔡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96/0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463.ihHkIi。户名：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河南省新蔡县孙召镇马庄村委
白庄八间楼房（一层、二层各四间，砖混结构。坐南朝北，
东西邻路、南邻百小俭、北邻白红卫）旁房两间和院落及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该房建于2013年，无房屋产权证、
宅基地使用证。起拍价：26万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
幅度2000元（或整倍数）。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
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标的物
咨 询 电 话 ：0396-2169617、2169615，监 督 电 话 ：
0396-2169668，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联系
地址：河南省新蔡县驻新路西段。 2015年8月13日

丈夫偷卖我婚后购置的面包车，
我能追回吗？

网友“三两米饭”：我婚后购置的一辆面包车
被丈夫卖了。车是我名下的，丈夫在我不知情的
情况下，偷拿我身份证复印件把车过户了，我如果
报警，车还能追回来吗？

答：夫妻婚后出资购买的车辆，登记于一方名
下的，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都有处分
权，一方单独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无效。但是，为
保护交易安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
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
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
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
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
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
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
赔偿损失。”如果买车人符合上述条件，你就无法
把车追回。

（记者 吕曈）

协议离婚分得三分之一房产，能
把房子卖掉分钱吗？

网友“黎明在行动”：我10年前与妻子协议离
婚，家里的三居室由前妻、孩子和我各分得三分之
一。10年间，房子一直由前妻和孩子居住，我在
外租房住。现在，孩子已成年，也工作了，我想把
房子卖掉，把钱平分，孩子也同意。可前妻以没房
住为由不同意卖。我该怎么办？

答：根据你们的约定，房子由你、你的前妻和
孩子按份共有。按份共有的各个共有人都有权处
分自己的份额，无须取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但公
开转让时应告知其他共有人。《物权法》第一百条
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
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
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
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因此，你可以向法院
起诉，要求变卖房产，分割房款。 （记者 吕曈）

继父去世了，他的子女能继承我
母亲婚前炒股的本钱吗？

网友：“咣咣咣”：2003年，我母亲再婚。婚前
她把钱都给我了，自己就留下12万元做股票，这
几年赚了几万元，但都取出来生活用了，账面上一
直维持着12万元左右。前两天，继父去世了，他
的子女现在要分我母亲账面上的12万元。他们
的要求合法吗？

答：夫妻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前财产在婚
后产生的自然孳息仍归夫妻一方所有，但是婚前
财产在婚后经历了管理、劳动等活动，产生了非自
然孳息，则收益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于股
票买卖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收益部分属劳动成
果，故你母亲再婚后炒股赚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但12万元本钱是她的个人财产。你母亲炒股
赚的钱已经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你继父的子女不
能要求继承你母亲的12万元本钱。（记者 吕曈）

张政伟说，若父母明知孩子开车
却不予制止，甚至主动让孩子开车，
撞伤他人的，作为监护人，父母应向
伤者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
金等经济赔偿。根据我国刑法基本
理论和实务操作，监护人带领孩子
出门，就有义务管理孩子的行为，避
免孩子侵犯他人权益。故意或放任
孩子驾车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
重大损失的，其监护人有可能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众安全罪，将要
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张博说，如果家长明知该行为具
有社会危险性，可能会发生危害结
果，却放纵该结果的发生，则大人主
观上具有间接故意性，可能构成刑
事犯罪。

若孩子在大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开车上路，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
的，大人作为监护人，仍然要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不过，张博解释道，根

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
定，如果父母能够证明自己尽了应
尽的监护义务，就可以适当减轻民
事赔偿责任。

最后，张政伟说，这几年，各级行
政部门对车辆管理、驾驶等给予了
充分的重视，通过人大立法、政府普
法、机关执法等方式，多维度、多层
次大力宣传，以期引起社会对交通
安全的关注，孩子作为祖国的未来，
更应该从小树立其交通安全意识。

河 南 泰 豫 恒 律 师 事 务 所 实 习
律 师 徐 少 华 说 ，让 孩 子 驾 驶 机 动
车，这种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不但危及他人的性命、财产，甚至可
能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孩子是国
家的希望和未来，每一个家长都应
该在孩子身上倾注更多的心血，避
免由于自己安全意识、法律意识不
足，对孩子作出错误引导，影 响 孩
子健康成长。

律师观察
□ 记者 尚迪
实习生 张艺开车要从娃娃抓起？

律师：发生事故大人需担责

资料图片

近日，一段网络视频引起了大
家的热议。视频中，一名年纪四五
岁的小女孩，驾车穿行于车流之中，
坐在后排的爸爸不时叮嘱道：“好好
开你的车，注意超车。”视频显示，小
女孩一路上完成了超车、停车，开车
期间还能与父母交谈。目前，该视频
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微博用
户“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表示：“这
不仅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对路人
也极不负责。”“安全意识哪去了？”

类似的事件不久前刚在郑州发
生过。今年5月16日下午5点30分
左右，郑州市龙湖中环路上，一辆尼
桑牌轿车由一个小孩驾驶，副驾驶
位置是位长发女子。该路段两侧多
为在建工地，路上行驶的渣土车较
多，驾车十分危险，小孩驾车，让旁
观者感到心惊胆战。

而在今年3月份，北京市通州万达
广场大厅内，一辆正在展出的“特斯拉”
轿车被一名五六岁大的男童开出了展
台，撞伤一名孕妇和另外一名儿童。

一连串的事例，让人不禁为这
些“开车从娃娃抓起”的家长捏了把
汗。孩子开车，即使没有发生事故，
也已经违法，而一旦出事，家长甚至
要承担刑事责任。

●儿童开车的行为违法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政伟说，儿童开车的行为
确实违法。根据公安部《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
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
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
托车准驾车型的人，年龄应在
18 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这
就意味着，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不符合驾驶机动车的条
件，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九条的规定，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辆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
2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罚款，
可以并处 15日以下拘留。虽然
我国对未成年人违法本着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从
轻、减轻、免除处罚，未达到法
定年龄的孩子也不用承担法律
责任。但是，孩子开车上路，无
疑是违法行为。

张政伟说，不论大人出于什么
目的，将机动车交由儿童驾驶，客观
上都将儿童、车辆财产以及其他道
路参与人置于危险之地，会受到相
应的行政处罚。

河南泰豫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博说，依据《民法通则》、《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监护人的监护
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
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等。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
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对被监护
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孩子年幼，监
护人作出让其独立开车的决定显然
与其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不符。如
果儿童在驾驶中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其父母作
为监护人，应当赔偿受害人损失；情
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责
任。

●监护人若故意让儿童开车，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故意或放任孩子开车，造成他人损伤，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