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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和舅妈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他

们就财产分割" 子女抚养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签订了离婚协议#因舅舅在外地工作回来

不方便!他想委托我代他办理离婚登记$ 请

问这样符合法律规定吗%

读者!杨冀北

杨冀北读者!你好!"婚姻法#规定$男女

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

方确实自愿并对财产和子女问题已有适当

处理时$发给离婚证% 虽然你舅舅和舅妈达

成了离婚协议$也对子女&财产作了适当处

理$但你舅舅不亲自去婚姻登记机关而想委

托你办理离婚登记$违反了法律对登记离婚

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登记机关将不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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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农村信用联社开展信用

社主管会计竞聘活动

该联社为巩固信用社主管

会计委派成果$强化会计管理和监督$于
"

月
%*

日&

%+

日开展了信用社主管会计竞聘活动$成立了由理

事长担任组长的委派主管会计竞聘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测试&演讲&民主

测评三个步骤进行选拔$ 共有
*%

名精兵强将参加

%)

个主管会计岗位的竞聘%

通过此次竞聘$进一步优化了主管会计队伍$激

发了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为联社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刘阳波 陈占东(

长垣县地税局抓住三个环节强化个体工商业户管理

一是抓部门配合%由县政府牵头$组建全县涉税

信息中心$定期收集各行业信息$与国税&地税&工商

管户信息进行比对$ 实现信息共享% 二是抓税收检

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个体工商户税收清查活动$通

过地毯式排查登记$堵塞漏征漏管$合理调整税负%

三是抓监督管理%对漏征漏管或税负偏低等现象$严

格追究其片段管责任人的责任$ 有效提升了税务人

员的管户责任心% '陈艳蕊 王艳红(

延津县地税局六项措施力保一季度收入进度

一是严格奖惩考核收入% 将收入任务与奖金分

配挂钩$考核到岗到人%二是上下齐心抓收入%三是搞

好协作保收入$大力争取公安&司法&交通等部门的配

合$充分发挥护税协税网络的作用% 四是专项检查查

收入%对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服务业等

重点行业进行专项检查$与房产部门合作$对房屋&门

面房出租行为进行专项税收清理$ 堵塞税收漏洞$追

缴应征税款%五是挖源堵漏找收入%加强临时性&流动

性& 季节性经营行为及地下生产的税收征管力度$扫

除征管盲点$堵塞征管漏洞$制止税收流失% '杨柳(

多方入手优化侦监工作

范县检察院侦监科认真学习该县平安建设暨政

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优化

侦查监督工作)一是提高效率$缩短办案期限*二是加

强立案监督工作*三是采取便民措施$对需要询问的

证人&被害人$办案人员要到其住所去询问% '赵欣(

不批捕案件加大透明度

近日$ 范县检察院制定了 +侦查监督员暂行办

法#和+不'予(批捕案件说明理由制度#$并明确要求

侦监科与案管中心&控申科&纪检监察科紧密结合$

增强不批捕案件的透明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效提

高了该院侦监科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张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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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女性纷纷涌入城市务工!使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农村男青年的择偶空间
大大缩小$为了完成传宗接代任务!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单身汉在家庭的支持下!不惜倾家荡产!买卖婚姻!给一些骗婚者提供
了可乘之机$

%!!4

年
5%

月$贵州省毕节市的梅某'女(伙

同陈某通过熟人来到汤阴县$ 以介绍婚姻为名$

骗取汤阴县古贤乡张某现金
%6+

万元后逃脱$赃

款被挥霍一空%

%!!4

年$一名年仅
97

岁的少女彭某一年内

竟先后在四川省内多个乡村化名,嫁-人
5

次$骗

取他人财物
9C

万多元%

%!!#

年
5!

月$湖北省黄冈市的女子柯某骗

去光山县文殊乡村民刘某将近
5

万元 ,彩礼-后

悔婚$至今下落不明%

%!!&

年$ 林州市石板岩乡村民张某花去全

家多年积蓄
%6+

万元为儿子娶了一位自称是四

川古蔺县的女子当媳妇$结婚不到半年$儿媳就

借去娘家走亲戚之名而一去不回%

..

据光山县人民法院法官介绍$近年来农村骗

婚案频发$ 过去
:

年仅该院审理的骗婚案就有

5*

件$涉案人员达
"#

人%

农村骗婚危害严重$特征明显

农村骗婚案频发已经给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带来了严重危害)一是直接导致被骗家庭陷入,经

济危机-% 不少农村家庭为子女成婚$倾其全家多

年积蓄甚至借遍亲朋好友$一旦被骗$家庭贫困将

持续多年% 二是直接危害被骗者及其家庭成员的

人身安全%被骗者及其家人人财两空后$心理受到

极大伤害$有的想不开$甚至走上绝路$同时骗婚

者为了早日脱身$ 往往采取非常手段$ 伤害被骗

者%如
%!!&

年
5%

月$一对外地夫妻假扮成兄妹在

安阳市某农村骗婚$被骗家人对骗婚者看管较严$

夫妻俩为脱身$杀死两名被骗家人$致另外一人重

伤% 三是骗婚者消失后$被骗者还要收拾,残局-$

因为日后若要再婚$还必须打一场官司$以解除与

骗婚者不复存在的婚姻关系$ 否则无法重新领取

结婚证%四是少数,三陪女-&,发廊妹-参与骗婚将

造成性病甚至艾滋病传播%

农村骗婚案件的特征明显)第一$骗婚者多

为外省农村妇女$被骗的对象大多是农村贫穷家

庭的大龄青年或身体有残疾的青年$后者渴望结

婚的意愿非常强烈$ 给骗婚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二$一般为团伙作案$为使被骗者深信不疑$多

种角色配合演戏$,待嫁女-是主角$,媒人-及,待

嫁女-的,亲戚-等一一登场%第三$骗婚者行动缜

密$事先串通设计好的说媒&见面&订婚&脱逃等

各种程序有条不紊%

农村骗婚案件频发的原因

追根溯源$农村骗婚案件之所以频繁发生$

既有作案人和受害人主观方

面的原因$也有农村经济文化

发展相对落后等客观方面的

原因%

从作案人的角度看$道德

沦丧&自甘堕落是他们骗婚的

原始动因 $而贪图享乐 &谋取

私利则是他们骗婚的最终目

的%他们表面上是当,月下老人-&做,上门媳妇-$

实际上是以此为名狠宰一刀$ 从中骗取钱财$以

满足他们极度膨胀的,发财-欲望%

从受害人的角度看$因为当时求婚心切$警惕

性不高$再加上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往往忽视了

很多很容易发现的破绽$最终使骗婚行为得逞%

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越是经济

不发达&思想文化落后的偏僻地区$骗婚的发生

率就越高% 这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往往造成本

地姑娘远嫁他乡而外地姑娘又不肯,下-嫁的局

面$ 这种农村婚嫁现状带来的后果是贫困农村

男女比例失衡$许多农村男性求偶困难%而文化

教育的落后使得一些农村旧俗陋习流行$ 许多

人正常求偶不成$往往通过买卖解决婚姻大事%

所有这些$ 都会让那些不法分子把犯罪的触角

伸向农村$ 把贫困落后的农村当成他们实施犯

罪的市场$ 把憨厚纯朴的农民当成他们坑骗欺

诈的对象%

警方提醒!多加防范避免婚姻%陷阱&

如何杜绝和减少骗婚现象的发生/光山县公

安局民警强调$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提升自

己的经济能力%农村男青年要自立&自强$只有具

备一定的文化素质$ 才能识别对方是不是骗婚*

只有学会一技之长$ 才能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也就不愁娶不到老婆% 其次$是提高对骗婚的警

惕性$可通过打电话&亲自去查询等方式$找当地

政府及公安部门查清当事人情况$ 防止上当受

骗%

同时$民警呼吁$社会各界也应多关注农村

大龄青年的婚姻生活$ 积极为他们牵线搭桥$从

源头上杜绝骗婚事件的发生%

,-./01234

000透视农村骗婚现象

本报记者 丁先翠 实习生 张涛

"

月
#!

日中午
#!

时许! 在广州番禺

区沙头街银平路嘉衡首饰厂内! 一名
!$

岁的男子何某携带水果刀冲入金信大厦

八楼饭堂!接连捅伤两名女高管后逃到楼

顶!随后跳楼自杀!两名伤者经抢救无效

死亡$

劳动者与企业发生劳动纠纷!理应通

过正常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像肇事

男子何某这样行凶杀人然后自杀!显然属

于一种非理性的维权方式!而且事实上也

属于犯罪行为$ 在肯定何某非理性与犯罪

行为的同时!我们也需看到!何某的法定

劳动权益确实是受到了嘉衡首饰厂的损

害$ 何某在该厂工作至少
"

年!被辞退时

本应依法得到按其工龄计算的
!%%%

元补

偿金! 但是何某未能从该厂拿全补偿金!

为此多次交涉无果!而且在交涉过程中受

到该厂一外籍管理人员的掌掴$ 事发当

天!何某再次到工厂讨要补偿金时!该厂

人事部主管让保安阻止其进入办公室!何

某等了一上午都没能拿到钱!加上又曾受

辱!于是产生了报复杀人的想法$

可以想象的是! 何某讨要补偿金!如

果能够得到劳动执法部门的帮助!事情就

可能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据报

道!事发前一天下午!何某遭到嘉衡首饰

厂外籍管理人员的掌掴!后来不知又发生

什么事!结果惊动了当地警察!尽管据说

当天警察调解时建议厂方实额发放经济

补偿给何某!但是警察显然还应当提醒何

某到劳动执法部门寻求帮助$ 从报道中

看! 何某虽然未曾找过当地劳动执法部

门!但是这显然与其对能从劳动执法部门

得到帮助缺乏信心有关$ 通过劳动执法部

门调解与仲裁!手续较为繁琐!也比较耗

费时间!尤其是当前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习惯于站在企业立场上考虑问题!仲裁的

天平习惯于向企业一方倾斜!所以劳动者

尤其是农民工通过劳动执法部门寻求纠

纷得到解决的并不很多$

发生金融危机!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

响! 而企业受到影响难免要波及到劳动

者$ 尽管这种影响也会损害企业的发展!

但是对更加缺乏经济承受力的劳动者来

说冲击更大$ 劳动者因为受到金融危机冲

击而失业!劳动者及其家庭将立即失去经

济来源!生活将立即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

形下!些许经济补偿金就成了失业者暂时

维持生计的惟一依靠!如果在经济补偿金

等事项上损害劳动者权益!就极易突破失

业者的心理承受底线!不但会令其家庭生

活更加雪上加霜!而且也容易诱发其非理

性维权行为!甚至导致其通过违法犯罪手

段报复企业与社会$ 何某被辞退要求合理

补偿未果后杀害企业高管然后自杀!就是

其中的极端事例$

在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背景

下!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加之

部分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难免

甚至必然会产生比平常时期更多的劳动

纠纷$ 所以!越是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情

形下!越是需要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为劳

动者提供切实的帮助!越是要注重强化劳

动者权益保护$ 唯其如此!才能更为有力

地帮助劳动者'过冬(!更为有效地维护社

会和谐与稳定$ 而发生在广州番禺区的失

业者为得到合理补偿金实施犯罪行为的

极端事例!无疑是以惨痛的事实就此敲响

了警钟$

&

魏文彪
'

%!!&

年
5

月
5#

日晚$ 三门峡市的高先生在当地一

宾馆风味餐厅用餐$席间饮用了自带的一瓶白酒%结账后

高先生发现账单中被加收了
%!

元的,酒水服务费-$即向

宾馆提出收取该项费用的不合理性$ 并要求退还该项费

用$但遭到拒绝$于是一纸诉状把宾馆告上法庭% 此案日

前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审理有果$ 法院判令宾馆

返还收取顾客的
%!

元酒水服务费%

法官说法!拒带酒水$收酒水服务费是%霸王条款&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

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

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宾馆经营者拒绝消费者自

带酒水或者向消费者收取酒水服务费! 是将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消费者!违背了)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上述规定!是一种无效的'霸王条款($

近日$包括笔者在内有不少车主经常接到陌生电

话告知按要求办理车辆购置税退税相关事宜$国家税

务总局纳税服务司相关负责人提醒$所谓车购税退税

一事纯属骗局$切不可信以为真$以免造成损失%

这位负责人说$关于车购税退税$国家税务总局

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根据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

法1$车购税的退税大致有三种情况)因质量原因$车

辆被退回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的* 公安车管部门不

予办理登记注册$即不能上牌照的*符合免税条件$

但已征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 其中包括

列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免税图册的车辆$ 如各式

作业车&消防车&垃圾车&绿化喷洒车&综合养路车

等$ 以及未列入免税图册但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免

税的其他车辆% '何雨欣 李延霞(

56789:;<=>

=?@ABCDEF

因承运人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承运货物损毁$委托人为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肇

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

货物损失连带赔偿责任$由于

承运货物没有投保货损险$保

险公司不予赔偿$

"

月
%"

日$

许昌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

年
&

月
5"

日$ 被告

周某与原告重庆沙坪坝区虎

溪运输站签订承运协议$由周

某负责承运运输站的
7!

台摩

托车及配件$ 价值共计
%+

万

元%

%!!#

年
&

月
57

日$周某驾

车在许平南高速公路上许昌

县段内行使时发生追尾事故$

造成承运货物损毁% 经认定$

周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货物

损毁金额达
5%

万余元%

许昌县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周某作为货物运输车的实

际所有人及驾驶人$ 承运原告

运输站交付的货物后发生交通

事故$致使货物损毁$应予以赔

偿$ 被告保险公司没有承保周

某运输车上的货物险$ 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葛现军 张远,

()

*$

法治小故事

$+,-

自觉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让坑

农骗农的事情出现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 新野县农

民自有一套方法%

留影照相$辨伪识真% 城郊乡是蔬菜大乡$去年

5!

月$袁庄村杨海亮把浸种&亮籽&育苗&移栽&生产

管理全程用照片记录下来% 按照种子包装袋上的说

明$每朵花菜
55!

天可长到
56+D"

公斤$而他买的种

子
55!

天只长到了
5

公斤$并开始散瓣&发乌% 杨海

亮找到售货员$售货员矢口否认$小杨拿出一幅幅照

片$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经技术监督部门调解$杨海

亮获得赔偿
+5!

元%

录音取证$以防反悔% 去年
5%

月
5&

日$官寺村

的关军晓到农药店买了三瓶甲胺磷% 药店的老板拍

着胸脯保证),老弟$ 请放一百个心$ 俺这里全是真

品$若有假劣$买一赔十..-关军晓接过话茬道)

,既然你这样说了$ 俺就用录音机把你说的话录下

来$将来若真的失信$俺可要找你索赔哩!-半个月过

后$ 关军晓找到售药者$ 要他到自己的菜田里去瞧

瞧%卖药的一看$傻了眼$原来田里的虫没治死$菜苗

却烧得全耷拉着脑袋%药店老板看后$答应赔偿一瓶

甲胺磷农药款$关军晓一按录音机播放键$药店老板

听到自己的声音$ 满脸通红$ 只好赔偿吴军晓价值

5!

瓶甲胺磷的钱% '魏德永(

!"#$%&'(

案外人暴力抗执 触刑律被判拘役

日前$ 邓州市人民法院以

妨害公务罪分别判处被告张

某&张某某拘役
*

个月$聚众暴

力抗拒执行的不法者受到法律

严惩%

法院审理查明$

%!!&

年
5!

月
"!

日上午$在邓州市法院依

法执行湖北省某物资公司申请

执行田某侵权一案中$ 二被告

纠集当地不名真相村民百余

人$冲开法院设置的警戒带$强

行进入申请执行人的建筑施工

现场$以砸铲车&殴打施工人员

等手段阻拦申请人正常施工%

当执行人员劝其离开警界带

时$二被告又叫喊,不撤离村民

每人发
+!

元工资-$ 鼓动这些

村民围攻&辱骂执行人员$同时

将前来支援执行的
"

名法警警

服撕烂&警衔扯掉&面部抓伤$

执行工作被迫中断%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张

某& 张某某采用暴力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遂

作出上述判决% '段金亮(

电话录音可作证 无借条照样还钱
近日$ 正阳县法院审结了

一起没有借条& 借款人又拒不

认账的借款官司$ 原告凭两次

借款录音打赢了这场官司%

李小国'化名(是正阳县兰

青乡农民$

%!!#

年
&

月$ 李小

国因孩子上大学需要钱向同学

李民借款
+!!!

元%因为是同学

关系$又碍于情面$李民没有让

李小国写欠条%

%!!&

年
5%

月$

李民向李小国催要借款$ 李小

国声称没钱% 李民要求李小国

补个欠条$ 李小国夫妻俩以不

会写字为由拒绝$ 为此双方还

争吵了几句$ 李小国不承认借

了李民的钱%

%!!7

年
5

月$李

民打电话向李小国催要借款$

李小国推说没钱$ 并答应以后

想法还钱$ 这次李民进行了电

话录音%

%

月
%!

日$李民再次

打电话向李小国催要借款$李

小国再次推说没有钱$ 并同时

答应以后还款$ 这次李民也进

行了电话录音%

凭着这两次电话录音和有

关证人$

"

月
5!

日李民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 依法判决李

小国偿还李民欠款
+!!!

元及

利息% '王树恒 余黎明(

托运货物未投保 造成损失不理赔

谢正军 作

留影照相 录音取证

!"#$%&#$'()

*+,-./0

编辑同志!您好'

我叫王玲$ 今年
")

岁$

$*

年前我得了
白癜风$手背上长了一片一片深浅不一的白
斑% 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说$这是非
常不幸的事% ,哪个少女不怀春/ -可我却被
剥夺了恋爱的资格$ 男友的绝情让我痛不
欲生%焦急的父母带我四处求医$病却一直
不见好转$白斑逐步扩散到了脸上%因身患
顽疾$ 我一参加工作就被安排在昏暗的仓
库做保管员% 转眼我都

)&

岁了$眼看姐妹
们一个个有了归宿$ 自己却连结婚的念头
都不敢有$孤独的我常常在夜里伤心流泪%

我对自己暗暗发誓$ 无论如何都要把病治
好! 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不知跑了全国多少
医院$试过多少偏方$都是用药就有好转$但
却不能痊愈% 一些医托还利用我,病急乱投
医-的心理引我上当$艰辛漫长的求医路上
洒满了我失望的泪水!

就在这时$我在北京当记者的表哥从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 中国中医药研究中心的
齐书钧教授经过数十年临床研究治疗白癜风已
取得重大突破$据"人民日报1&中国教育电视
台&北京电视台&"健康报1等权威媒体报道$齐

教授运用独创的,黑色素多元再生-疗法已成
功治愈白癜风患者上万例!犹如黑暗中见到光

明$我在第一时间登录
88860-0.9:/63;<

网
站查阅了相关资料$ 并拨通齐教授的咨询电
话

!+!%')+#+,,,

进行了咨询% 在得到热情肯
定的答复后$我很快动身来到中国中医药研究
中心接受了齐教授的精心治疗% 接下来的情
形令我无比振奋)服药仅五六天$白斑颜色开
始转红$一个月后$斑区明显缩小$并长出色素
岛%欣喜万分的我赶紧按齐教授提供的通讯地
址)北京市永定门东街中里

"

号中国中医药研
究中心施恩医院白癜风治疗中心 '邮编)

+!!!'!

(又邮购了两个月的药物$用完后我的
白癜风彻底治愈了%抚摸着自己健康光洁的皮
肤$我恍如隔世$喜极而泣..

如今我已结婚生子$三年来没见有复发
迹象% 今借贵报一角表达我对齐教授的感
激与敬意$ 同时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白癜风无法治愈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愿更多
白癜风患者在齐教授的治疗下早日获得新
生!最后提醒广大患者)千万不要,病急乱投
医-以免上当受骗! 山东 王玲

&'()*+,-

! ! ! !

司机李某是个热心人$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发

现一辆轿车抛锚$就停车帮其修理$见怎么都修不好

便帮忙拖车$结果忙没帮上$自己反倒受到了处罚%

"

月
%*

日$两名驾驶员被高速交警拦下并均被处以罚

款
%))

元扣
"

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解释$ 在高速公路上私自拖车就像拖

了一颗炸弹$随时会发生危险$原因有三个方面)第

一$司机私自拖车缺乏专用工具$比如用绳子拖车属

于软牵引$如果被拖车辆制动系统存在问题$或是在

拖行过程中制动突然失灵$事故发生就在所难免*第

二$高速公路上绝对禁止低速行驶$私自拖车速度通

常很慢$这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三$私自拖车

后方缺乏基本的预警措施$也极易造成事故%高速交

警提醒司机朋友$一旦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要及时

靠边并做好后方安全预警$ 车上人员要及时转移到

安全地带$同时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理$千万

不要私自拖行%

=

任红娟 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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