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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王女士来电咨询!

我和丈夫现居住一套两居室房屋 !该

房屋的房产证是以我丈夫的名义办理的 !

也是他的婚前财产 ! 但后来我们公证为夫

妻共同财产了 " 因为我们现在打算离婚 !所

以他要卖掉该房屋 " 请问 !在未经我同意的

情况下他可以卖房吗 # 如此他要承担什么

法律责任吗 #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张国强解答 !你们
已经约定该房屋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符合法律要求 !也受法律保护 "因为该房屋
属于共同财产!一方是不能单独出卖的# 如
果对方要卖房$一%应当经过你同意!否则你
可以凭公证书诉讼他们的买卖行为无效 "

二 %既然属于你们的共同财产 !买卖该房屋
的房款也应该有你一半# 你们办理离婚!应
当对该房屋怎么处理%怎么分割进行明确约
定&书面写进离婚协议!或调解书!或判决书
内'!这样该房即使卖掉!你丈夫不给你钱的
话!你还可以通过诉讼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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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吕先生来电咨询!

我爷爷
!""#

年过世后!留下一套房屋$公

房%!他一直与叔叔一家住在该房内&我爷爷有

三个子女'爸爸(叔叔和姑姑!

$%%&

年叔叔过

世&现在!该房一直由叔叔的儿子居住!但房屋

户主仍是爷爷的名字& 请问!叔叔的儿子有继

承权吗#如何办理过户手续#如协商不成!可以

起诉至法院吗#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张国强解答!根据我

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
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因此!你爸
爸%叔叔%姑姑各有三分之一的继承份额!你叔
叔的儿子对你爷爷的遗产是没有继承权的!但
他可以继承你叔叔应当继承的那部分#如协商
不成!你可以诉诸法院!但有一点要说明!即你
爷爷的这套房屋是否参加了房改!现在是否有
房产证!如果没有!就谈不上继承的问题!而是
属于变更承租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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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冷女士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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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朋友借我
)

万元钱!写有借

条!但没有约定利息& 其间!我曾多次催他还

款!他都推诿不还& 无奈!我将他起诉到法院!

向他索要
)

万元钱和利息! 但我又听别人说!

我和他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法院不会判决他给

付我利息的& 请问!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张国强解答! 根据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
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但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 ! 公民之间的无息借
款! 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

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
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
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 因此!如果你能提供
证据证明你曾催告还款!则法院应当责令你
的朋友支付逾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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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李先生来电咨询!

我女儿和李某合作做生意!结果生意没做

成!钱也被他骗走了!我女儿很生气!说要去公

安局告他!他没办法就给我女儿写了个借条&

可是!借条到期后!李某还是不还钱!我女儿就

带了几个同学把他骗到宾馆软禁起来!要他还

钱!大概僵持了
*+

小时左右& 后来!李某偷偷

报了警!公安机关以我女儿涉嫌非法拘禁罪进

行了刑事拘留&请问!什么是非法拘禁罪#我女

儿会被判刑吗#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刘辉解答!依据我国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
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犯此罪的!依照规定从重处罚#

从这一规定看!非法拘禁罪的成立没有情
节的规定!只要是实施了非法拘禁行为!不论
时间长短!次数多少!恶劣程度轻重!就应该构
成非法拘禁罪# 从重处罚的情形有两种$一是
具有殴打%侮辱的行为!二是具有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特殊身份# 但是!相对于特殊主体!

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规
定了立案标准!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
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规定

&试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
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

非
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的"

$-

三次以
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三人以上
的"

(-

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
等行为的"

+-

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
失常的"

)-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
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

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
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也就是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涉嫌此罪可依据该标准决定是否予以
立案!但对于一般主体涉嫌此罪却没有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其立案标准# 从司法实践来看!公
安机关对于一般主体涉嫌此罪也参照此规定#

我个人认为!对于一般主体应当尽量出台此罪
的立案标准!且此标准相比国家司法机关人员
触犯此罪的立案标准要更高%更严格!这样才
能更合理地体现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的区别!

也更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本案中!你女儿的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说!

是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是没有错误的#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
这样的情形一般是立案侦查!而对于本案是否
提起公诉!可根据犯罪情节是否轻微!人民检
察院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
(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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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 执业于河南国基律师

事务所" 曾在省会基层法院工作

多年" 熟知各类案件的处理方式

与方法"擅长代理人身损害赔偿#

债权债务#医患纠纷#行政复议与

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辩护等案件 "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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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短信平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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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热线

劳动者在安全生产方面应履行哪些义务&

F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用
人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
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G

% 劳动者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 掌握本职工作所需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
理能力#

(

% 劳动者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
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本
单位负责人报告#

劳动者不服从管理! 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用人单位给予批评教育!

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者违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要承担哪些责任&

今日值班 张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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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强"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 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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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被评为

平顶山市第四届 '十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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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被评为平顶山市 '第九届优秀青年($

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及丰富的法律

服务实践经验"现担任多家公司%事业单

位及行政机关的常年法律顾问" 尤其擅

长办理刑事辩护% 现代公司法律事务及

其他非诉讼法律业务$执业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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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答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欢迎法律界人士商榷律师解答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欢迎法律界人士商榷 主办河南省依法治省办公室 河南省司法厅

农民工维权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