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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划线!考前辅导!高通过率!河南本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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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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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携带火种进入生产和
储存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

!

<

"禁止在具有火灾 #爆炸危
险的场所使用明火&

!

0

"进行电焊 #气焊等具有火
灾危险的作业人员和自动消防系
统的操作人员% 必须持证上岗%并
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

;

"严禁在工作#生活场所擅自
使用大功率电器 !如电炉# 电暖气

等"%不能私自乱接乱拉配电导线&

!

1

"在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
具上禁止吸烟 % 严禁随地乱抛烟
蒂%以防发生火灾&

!

-

" 严格遵守务工场地的消防
安全规定% 应当熟悉务工场地的疏
散逃生路线%疏散通道要保持畅通&

!

2

"发生火灾险情时%在进行自
救的同时 % 要立即拨打火警电话
..'

%听从消防人员的指挥&

.''/

年
;

月%河南省高院#省人
民检察院和省公安厅发布的'关于确
定我省盗窃罪数额标准的通知(规
定%数额较大为

/&&

元以上%数额巨
大为

.

万元以上% 数额特别巨大为
1

万元以上%

/&&

元作为追究盗窃犯罪
的数额起点%造成盗窃犯罪在我省各
类犯罪中的比重加大& 在司法实践
中%量刑时所判刑期照顾羁押期限的
现象比较普遍& 盗窃财物价值在

/&&

元至
.1&&

元之间时% 由于被告人的
行为刚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标准%又往
往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涉
案财物已退还被害人%即存在大量从
轻处罚的条件)但是%这些案件经侦
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理期限%

往往已被挤压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以

上& 法官在对这些案件量刑时%为了
防止出现刑期过短而羁押期限过长
的问题%往往对被告人判处较长的刑
期%最终达到所判处的刑期与羁押的
期限大体相当& 因此%应当适当提高
我省关于盗窃犯罪非法所得数额的
起刑点&

根据我省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社会治安形势% 以及结合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 盗窃数额较大的标
准设在

..&&

至
.0&&

元为宜& 不仅
可以将大量的轻微盗窃行为非刑罚
化% 而且这个标准与其他省份相比
比较适宜&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

上海#浙江#广东一类地区盗窃罪数
额较大的标准为

<&&&

元% 江西为
.&&&

元& "王东方#

鹤壁赵先生来电咨询$

.''/

年%我做生意时拖欠邻村李
某货款

0&&&

多元% 后来我的生意不
做了%欠李某的钱也一直未还%李某
也未向我追要&

<&&/

年
.<

月%李某突
然将我告到法院% 要求我偿还欠款
0&&&

多元及利息%我当时答辩只认可
欠款

0&&&

多元%否认利息& 后来%法
院判决我偿还李某

0&&&

多元及利
息&一审判决后%有人告诉我说%我欠
李某的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
应该判我偿还李某钱& 因此%我不服

法院的判决% 打算向市中院提起上
诉& 请问%法官没有向我解释诉讼时
效是否错误*我上诉时可否以李某超
过诉讼时效为由提起诉讼*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杨晓栋解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
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
时效抗辩% 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
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
规定进行裁判& ,因此%一审时法官在
你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

没有对诉讼时效问题对你进行释明并
主动援引诉讼时效进行判决的做法是
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根据上述司法
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
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在二审期间
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
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
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因
此%如果在二审期间%你没有新的证据
能够证明李某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
效%仅仅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法院
不会支持你的上诉请求&

杨晓栋% 河南国基律师事

务所律师% 河南中小企业法律

服务网首席律师% 擅长刑事辩

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

等人身损害赔偿%房地产!合同

纠纷%公司!企业法律顾问等法

律事务的处理&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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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值班 杨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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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格言$用力只是合格"

用心才是优秀

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 债权人能否要求撤销

郑州王先生来电咨询$

个体工商户张某与我发生业务

往来" 截至目前共拖欠我货款
1

万

多元$ 前几天"我到张某的店铺要账

时" 才得知其已将自己店铺内价值

近
.&

万元的全部存货仅以
0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了李某$ 现在"张某躲

避不见我"导致我的债权无法实现$

请问" 张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

让店铺的行为是否合法% 我可否要

求撤销张某的转让行为%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杨晓栋解

答$ 我国 '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规
定 $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
者无偿转让财产% 对债权人造成损

害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以明显不
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对债权人造
成损害 % 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
的% 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债务人的行为&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0% 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
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
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
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
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

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
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
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
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债务人以明
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
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判断张
某以

0

万元的价格转让价值近
.&

万
元财产的行为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并且张某的转让行为%导致其不
能履行对你的债务% 已对你造成损
害& 因此%你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撤销张某的转让行为&

强迫交易应如何定罪量刑

南阳梁女士来电咨询$

不久前"我丈夫突然被公安机关

抓走" 后我即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

告知我丈夫以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

事拘留$请问"什么是强迫交易罪%何

种强迫交易行为达到追究刑事责任

的标准% 强迫交易罪判多少年%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杨晓栋解

答$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
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
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

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
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二十八条对强
迫交易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

的立案标准作出了规定% 以暴力#威
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
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涉嫌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

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千元
以上的)!三"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

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四"强迫交易
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二千元以上的)!五"强迫他人购买伪
劣商品数额五千元以上%或者违法所
得数额一千元以上的)!六"其他情节
严重的情形&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
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手
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
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 情节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法院不应对此进行释明

哪些用人单位必须参加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因工作
原因遭受意外伤害% 患职业病%致
残或死亡%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
能力% 劳动者或供养亲属从国家#

社会得到法定的医疗生活保障及
必要的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
制度&补偿包括受到伤害的职工医
疗#康复的费用 %也包括生活保障

所需的物资帮助&工伤保险费用由
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个人不缴纳
工伤保险费用&

中国境内的各类企业 !包括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乡镇企业 #

中外合资及合作企业 # 外商独资
企业等 " 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均必须参加工伤保险&

进城务工人员应注意哪些消防安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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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维权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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