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 孙梦飞 校对 刘任晓

社会与法

E-mail:hnfzbfzsb@126.com

HENAN LEGAL DAILY

男子再婚后去世 三代人重分遗产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
伟 韩亚茹）常言道“人走茶凉”，李某因病去
世后，其母亲胡某及妻子孙某将李某与前
妻所生的女儿李丹（化名）诉至许昌市魏都
区人民法院，要求依法分割李某生前存款
及死亡抚恤金。
李某与前妻生育一女李丹。2009 年李
某与孙某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5 年，
李某因病去世。孙某曾在婚内以自己的名
义在银行定期存款 29000 元，李某去世后，
孙某取走该笔款项后销户。李某生前在银
行存款 35000 元，到期利息 1155 元，该笔存
款被李丹挂失。李某去世后，其所在单位
发放其个人账户继承额、丧葬补助费及一

次性抚恤金共计 46791.31 元，该笔款项亦被
李丹领取。为办理李某后事，李丹共花费
15586 元。孙某认为，自己和李某的母亲胡
某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样有权继承其遗
产，为此，孙某及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依法分割李某在银行的存款、利息
及死亡抚恤金。
7 月 13 日，经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判
决李丹给付胡某 10935.23 元，李某生前在银
行的存款本息，胡某应分得 9334.85 元，余款
归孙某所有。随后孙某提出上诉，目前该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院审理后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李某与孙某存款本

息 共 计 65155 元 ，李 某 个 人 账 户 继 承 额
5945.11 元 ，李 某 与 孙 某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为
71100.11 元，其中属于李某的遗产 35550.05
元，丧葬补助费 4704 元，扣除为办理李某办
理后事花费 15586 元，余额 24668.05 元应当
作为遗产依法分割。孙某、胡某与李丹均
是被继承人李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有权继承李某的遗产，三人各应分得遗产
8222.68 元；抚恤金是职工生前所在单位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其亲属的生活补助和
精神抚慰，孙某、胡某与李丹作为死者李某
的近亲属，都有权参与分配，各占 1/3 的份
额，各应分得抚恤金 12047.40 元。遂作出上
述判决。

子女有权要求合理增加抚养费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冯振
强 范月）小郑 5 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他
由母亲抚养，父亲支付一半的抚养费。小
郑 9 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很严重的威尔逊
病，同时本身智力低下的症状也开始显现，
后来经鉴定达到了二级智力残疾。
随着病情的逐渐恶化，用于小郑的医
疗费用越来越多，可是小郑的父亲却在他

12 岁时停止支付抚养费。小郑的母亲根本
无力承担小郑的花费，迫于无奈，小郑将父
亲诉至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希望提高
抚养费标准，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的
一半。那么，法院会支持小郑的诉讼请求
吗？
近日，牧野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虽然
小郑的父母已经离婚，但仍需履行对小郑

的抚养和教育义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小郑治病花费大量医疗费的实际需要，
小郑有权要求增加抚养费。被告作为小郑
的父亲，理应承担部分医疗费和培训费。
故判决被告每月支付小郑抚养费 600 元至
小郑有独立生活能力时或死亡止，并支付
小郑 4808 元医疗费及培训费的一半即 2404
元。

睢阳区检察院：认真开展
“三·五”
基层工作日活动
本报讯 7 月 15 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维冠带领院领导班
子成员，冒雨来到各自的“三·五”基层工作
日联系点，
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赵维冠首先来到了贫困户王建设的家
中，
查看其房屋是否漏雨，
仔细询问他近期的
生活生产情况。随后，
赵维冠来到郭村镇高
庄村委会，
参加了高庄村党员代表会议。会
上，
赵维冠和15名党员代表作了深刻交流，
听
取了支部书记高星所作的2017年高庄村上半

年工作情况汇报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听取了汇报后，赵维冠就下一步工
作开展向村两委班子提出了要求：一要在
着力于农企融合上下功夫，抓住正邦集团
落户高庄村这个机遇，不断促进高庄村的
经济发展；二要在着力于创建文明乡村上
下功夫，改善提升高庄村的形象；三要在着
力创建党建示范村上下功夫，要持续推进
村室建设、党建文化、党员培养方面的工
作，保持基层党建的先进性；四要在着力于

发挥党员作用、发动群众上下功夫，经常组
织召开群众大会，将高庄村发展的新思路
及时传达到每位群众，让每位群众都能充
分享受发展带来的实惠。
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也都来自各自的联
系点开展“三·五”基层工作日活动，针对睢
阳普降大雨情况，指导村干部带领群众做
好防洪排涝工作。该院 11 名干警还来到郭
村镇西李村，排查贫困户危房隐患，确保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马连杰）

汝阳县检察院：
关口前移 服务保障重点工程
本报讯 近日，汝阳县检察院组织召开
服务保障前坪水库建设座谈会。研究部署
在项目建设及其配套移民搬迁工程领域的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做到关口前移，努力从
源头上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发生，实现“工
程优质、干部清廉、资金安全”
目标。
会议传达了《汝阳县人民检察院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服务前坪水库建设的意
见》。汝阳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光
会在讲话中强调，全体检察干警要站位全
局，牢记服务大局和责任担当意识，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
努力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要突出“三个重点”，打造“三道防线”，
坚持“三不原则”，妥善处理好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和
谐新汝阳奋斗目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洛
阳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正县级检察员孙国
杰，汝阳县常务副县长朱晓伟，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博等领导以及相关乡镇
和单位负责人共 70 余人参加会议。
（李红恩 刘丽萍）

台前县检察院：邀请专家“挑刺”为案件“质检”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台前县检察院特
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等作
为案件评查小组成员参与案件评查工作，
以切实有效的监督，促进办案质量进一步
提高。
评查中，小组成员坚持以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程序合法、实体公正、文书整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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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实际 深学深做 务求实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台前县检察院紧密结
合工作实际，找准学习教育和检察工作的衔
接点，相互借力，相互促进，较好地实现了以
学习教育促工作提升，以工作提升促科学发
展，
真正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刘国英）

上蔡县检察院开展红色教育培训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近日，上蔡县人
民检察院组织“十佳”检察之星、
“ 十优”检察
之星等 20 余名党员干警到林州红旗渠干部
学院开展“弘扬红旗渠精神，做优秀共产党

为基准，重点从案件实体认定、办案程序、
法律文书的制作、使用以及装卷归档等四
个方面进行全面评查，不仅就案件争议焦
点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开展评查，还对程
序规定“挑刺”
,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办案期限、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
序性证据开展审查，通过评查，着力发现和

解决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案件评查领导小组将定期组织
案件评查，不定期举办专题讲座，以案释
法，以案示例，进一步引导干警增强规范执
法意识，不断提升执法办案水平，力争把案
件办细、办精、办优，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
经得起“挑刺”，过得了“质检”
。 (刘国英)

员”红色教育培训活动。本次教育培训活动
综合采用现场教学、体验学习、专题讲座、音
像教学等方式，丰富学习教育形式，增强学习
教育效果。活动中，该院党员干警观看了纪
录片《红旗渠》、话剧《红旗渠的故事》，并倾听
了《弘扬红旗渠精神加强党性修养》专题讲
座，让大家对红旗渠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培训结束后，干警纷纷表示：红旗渠之行
深受教育启发，心灵受到了充分的洗礼和震
撼，党性修养得到进一步提升，重新领悟了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增强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和勇气。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立足本职岗位，扎扎实实
干好各项工作，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双
争双创”
目标贡献力量！
（何京京）

有钱不还耍赖皮 信用惩戒来治你
本报讯 潘某某申请执行李某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某拒绝支付判决书
确定的工程款 11700 元。永城市法院执行干
警多次给李某打电话，但其一直声称自己不
在家，极不配合。经执行干警多方查实，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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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
“三个难题”
提升职务犯罪查办能力
本报讯 近年来，
唐河县检察院反渎职侵
权局高度重视职务犯罪查办能力建设，
固强补
弱、
分类施策，
着力提升干警的执法办案能力
和水平，
全力打造善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过硬
检察队伍。
着力破解职务犯罪
“发现难”
。一是强化
线索捕捉意识。二是发挥线索研判优势。建
立线索研、
共享判机制。将已收集线索、
办案
难点、
经验教训等，
进行集体研讨和信息共享，
提高单兵作战能力和团队的线索研判能力。
三是注重线索经营深挖。
着力破解职务犯罪
“查证难”
。一是转变
司法理念，
坚持规范化执法。积极树立以证促
供，
以证定罪的执法观念，
办案人员改变了将
传唤、
审讯作为办案突破点，
以口供作为取证
依据的落后观念，
注重非法证据排除。二是重
视外围调查，
进行机动化初查。实行
“由人到
事、
由事到人、
人事结合”
的机动初查方式，
根
据被举报人的性格特征、
兴趣爱好、
社会关系、
职业特点等，
寻求最佳突破口，
提高初查成案
率。三是借助信息化手段，
进行数字化取证。
用足用活个人存款查询、
房产车辆调查、
手机
定位、
会计账目调取、
电子数据恢复等现代信
息化手段，
在看守所设立检察机关专门的讯问
室，
实行全程、
全面、
无缝隙同步录音录像。
着力破解职务犯罪
“处理难”
。一是坚持
领导靠前指挥。二是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
三是实行部门联动机制。
（牛凌云 张晓飞）

做好
“三个到位”
确保正风肃纪取得实效
本报讯 自正风肃纪专项整治活动开展
以来，
邓州市检察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做好
“三个到位”
，
并采取有力措施，
有效推动了专
项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采取多措并举，
深入查摆到位。该院通过
走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基层干部群众，
发放
调查问卷等形式，
诚恳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
议，
从中梳理归纳了服务发展理念树得不牢，
对纪律作风要求重视程度不够等四大类共性
问题及 12 项个性问题。通过开展案件质量评
查、
双向督察活动，
及时纠正司法不规范问题，
以司法办案的规范化推动作风转变。
认真剖析问题，落实责任到位。该院持
续开展
“规范司法行为、
树立检察形象”
活动，
在全院上下形成
“全体干警重视、
所有科室参
与、办理案件与整顿治理两促进”的良好氛
围。定期召开业务工作点评会、
推进会，
采取
自我揭短、亮丑的方式，点到承办科室和个
人，
使干警切实在内心受到触动，
从思想深处
引起重视，
真正以问题为导向，
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引领司法行为，促进公正司法。在
执法办案重点环节督察上，
对违法违纪问题，
问责较真，
惩处严明。
注重建章立制，整改问题到位。针对对
照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该院坚持以制度促
规范、
用制度管长远的工作思路，
全面客观地
认真分析原因，
先后健全完善了五项制度，
从
制度层面集中进行规范，有效提升了司法办
案规范化水平。
（马磊 赵博）

有能力履行义务，遂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并将其身份证照片等失信信息进
行公示、张贴。李某迫于信用惩戒，很快将钱
款履行完毕。
（朱晓鹏 曹萍萍）

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
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李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崔 昭）

范县检察院顺利完成验收工作

开展廉洁家风专项活动

本报讯 日前，范县检察院二级规范化检
察室顺利通过由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副
局长王和平，副处长王晓景、周口市检察院执
检干警史刚振组成的河南省派驻监管场所检
察室规范化考核评定组的验收考核。
（张慧敏）

一被执行人伪造身份证躲避执行获刑
本报讯 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平顶山市
某建材公司等人民间借贷案，经平顶山市湛
河区法院审理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某建材
公司愿向王某偿还借款本息 470 万元，李某
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某系该建材公司
实际控制人。执行中法院要对查封该建材公
司的资产进行拍卖时，该公司恢复生产，李某
请求暂缓拍卖并承诺还款，湛河区法院裁定
每月提取该公司经营利润收入 40 万元。但此
后李某不按裁定履行义务，为躲避执行，其伪
造假身份证随身携带，
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李

本报讯 近日，南乐县检察院开展了“廉
洁文明家风 党员干部示范”专项活动。该院
组织全院干警签订了《廉洁文明家风党员干
部示范承诺书》，要求全体干警立家规、严家
教、正家风；从严管教和监督家人，移风易俗，
践行文明新风，推动本地本单位廉洁文明家
风建设。
（付慧荣）

担保人不履行义务一样被拘留
本报讯 永城市法院在执行宗某申请执
行李某民间借贷一案过程中，被执行人李某
拒不履行判决义务，后李某的妹夫罗某主动
为 李 某 作 担 保 ，并 保 证 7 日 内 履 行 全 部 义
务。7 月 11 日下午，罗某受李某之托到法院
解决问题，并没能按担保时间履行担保义
务。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承办法官于当日
对罗某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朱连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