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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三关”
保证裁判文书质量

本报讯 近年来，裁判文书上
网成为司法公开的重要平台，商
城县法院严把“三关”，确保裁判
文书质量。一是把好文书写作
关，确保文书“零差错”出门。二
是把好文书上网关，利用群众雪
亮的眼睛对裁判文书“挑刺”。三
是把好文书评查关，推选全院优
秀裁判文书。

（赵曾行）

科学部署
全面开展农村交通整治

本报讯 3月 25日，陕县交警
大队联合西张村镇派出所开展了
农村地区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统一
行动。一是科学部署，全面查处，
形成严密的管控网。二是加强沟
通协调，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局
面。三是加大安全提示，营造宣
传氛围。四是加强督导检查，严
格规范执法。

（赵 清）

院长带头讲党课
高效践行群众路线

本报讯 为深入高效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4 月
3 日，舞钢市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李平贵带头讲第一堂专题党
课，让全院干警享受了一次浓
香馥郁的精神盛宴。李平贵院
长以《牢记宗旨 励志为民 促进
法院工作科学发展》为题，从三
方面深入讲解了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和
具体要求。一个半小时的党课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群众路线
的内涵要求，把活动成果转化
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具体
措施和成效。

（韩 飞）

浉河区法院开创网拍新天地

本报讯 今年 2 月，最高人民
法院确定，涉讼资产的拍卖要逐
步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竞价。为
全面贯彻落实最高法提出的要
求，信阳市浉河区法院于 3 月 20
日成立网络司法拍卖领导小组，
由院长柳斌亲自担任组长，建
立了分离制衡的司法拍卖权运
行机制。

（孙良军 杨虹）

积怨多年侵权案
见证执行一朝结

本报讯 近日，在睢县董店乡
人大主席杨杰、司法所长付元佳
的见证下，申请人赵某的院墙高
高垒起，一起积怨多年的宅基侵
权案件成功化解。这也是今年睢
县法院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见证执
行活动以来执结的第五个案件。
见证执行活动提高了执行工作的
透明度。

（司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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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案例一

说法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国家不但
取消了农业税费，而且实行种粮补贴，农民
种田收益明显增加，农村承包地从过去的

“烫手的山芋”转眼间变成“香饽饽”，承包人
要求耕作人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增
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循平等协商、
自愿、有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
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
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
剩余期限，流入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在同
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
权。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的，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向
土地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管
理部门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先向
发包方申请并经发包方同意。在签订土地
流转合同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流转双方
签字盖章并到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尤其要
注意转出方实际享有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承包人均应签字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
被委托人签字。二是注明流转土地的名称、
坐落地点、面积、质量等级等。三是约定流
转期限、起止日期、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本轮土地承包的最后一
年。四是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是要
约定各项惠农补贴由谁享有及该份土地相
应义务由谁承担。五是约定流转土地的用
途。六是约定双方违约责任。合同约定清
楚，土地流转规范，有法律保障，这样土地流
转市场才能得以培育、发展，才能更好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土地流转“转”出的纠纷
过去，由于农地产量低，种田收

益少，再加上政府的劳动力输出政
策，许多农民不愿意种田，大量的农
民多年在外务工、经商，他们把自己
承包的土地或出租、或转包、或转让，
甚至无偿让给别人耕种。随着国家
对农业补贴力度的加大，广大农民的
种田积极性得到空前的提高，农民逐
渐从原来的弃地、厌地转为争地、要
地。实践中，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不规范等原因，在农民互
相争地、要地过程中引发了不少
纠纷。记者收集了几起土地承
包经营权纠纷案件，希望农
民朋友在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时，能够很好地避
免此类纠纷的发生。

土地无偿让别人耕种
谁知有去无回

李某家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时，以其婆母张某为户主承包了本
村集体土地 4.8 亩。1994 年李某外出务
工时与村委签订了土地延包合同，并将
其中的0.9亩交给孙某耕种。当时约定，
李某家随时要地，孙某随时归还。2013
年李某要求孙某返还该 0.9亩土地，遭到
孙某拒绝。孙某认为，自己耕种的是李
某婆母张某的土地，现在李某的婆母和
丈夫均已去世，李某不是张某的家庭成
员，无权要回该耕地。

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
长期稳定。李某家在农村土地家庭联产
承包时已取得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
权。在承包期内，李某外出打工，全家未
迁入他地，且在务工处未取得责任田。虽
然李某婆母及丈夫去世，但李某与村委签
订了土地延包合同，李某对该争议土地仍
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孙某应该返还李某的
0.9亩土地。

你情我愿的收养 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

案例二

承包土地被征用
补偿款是谁的

金某 2007 年从原籍迁到后沟村，由
于户口所限没有土地耕种。李某及家人
在外做生意无暇耕种分得的土地，双方便
自愿协商，李某将自家的土地 4亩承包给
金某耕种，先付款后用地。金某承包土地
后便将其改建为果园。2012年因铁路扩

建占用，对果园果树进行补偿登记，共计
补偿 5万元。在金某领取补偿款时，李某
提出树是在他的责任田栽的，要求分得补
偿款的 40%。金某认为自己按约定支付
了土地承包金，在承包的土地上栽种果树
付出了一定的资金和辛勤劳动，在果树结
果收益时因铁路建设将果园损毁给自己
造成了经济损失，该赔偿款是自己的，李
某无权分配，双方发生纠纷。

说法

金某与李某双方自愿协商约定的责
任田转包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
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该土地承
包期间金某对该土地投入一定的资金和
辛勤的劳动，并实际履行多年按约定如期
向李某交纳土地承包金。该土地上种植
的附属物及收益，应当由承包人金某所
有。该土地被铁路建设依法征用，有关土
地补偿款已由村民小组领取分配给该村
民小组成员，现地面上种植的经济作物补
偿款理应由该土地承包者金某获得。法
院遂依法判决该补偿款归金某所有。

案例三

土地互换后一方违约
对方可否要求赔偿

杜某与赵某是同村组村民。2013年4
月，杜某与赵某协商签订土地互换协议。
协议约定：杜某自愿用自己的土地无限期
换赵某的洼地用于池塘经营。双方自对
换之日起，土地的使用权归赵某，洼地的
使用权归杜某所有，并约定不得违约，否
则赔偿对方违约金 1万元。协议签订后，
双方又口头约定，土地互换后，杜某土地
上的小麦成熟后由赵某收割。后赵某按
约定将洼地交给杜某使用，由于杜某的土
地一直由其亲戚耕种，土地上的小麦成熟
后杜某亲戚进行了收割。在未经赵某同
意的情况下，杜某亲戚又在土地上播种了
玉米。为此，赵某诉至法院，要求杜某赔
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

杜某与赵某是同村组村民，双方签订的
土地互换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协议签订后，赵某按约
定将洼地交给杜某使用，而杜某至今未将其
土地交给赵某使用，违反双方土地互换合同
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法院遂依法判决
杜某依照合同约定向赵某支付违约金1万元。

说法

当前，农村因家庭困难或是
重男轻女送养小孩的事情屡见不
鲜，但随之也产生了不少纠纷。
下面这起案例，警惕人们送养小
孩时应从小孩的成长考虑，千万
不要干违法的事。

案 情
张某与李某自小青梅竹马，两人感

情深厚，因张某父母极力反对，后张某与
另一女子结婚。婚后，张某与李某一直
藕断丝连，不久李某怀孕，张某劝李某打
掉孩子，李某执意不从，后生下一男孩。

双方为谁抚养小孩的问题协商不成，最后
决定将孩子送个好人家。王某年逾四十，
家庭富裕，唯一的缺憾是膝下无子。后经
中间人介绍，张某同意将孩子送给王某，
但张某称：李某怀胎十月很辛苦，住院生
小孩费用高。王某听后心领神会，立即同
意掏“营养费”。张某说至少得 5万元，王
某虽嫌钱有点多，但眼看这孩子健康可
爱，遂将 5 万元给了张某。去年，经人举
报，此事东窗事发。张某被以涉嫌拐卖儿
童罪起诉至法院。法庭上，张某辩称：本
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家庭富裕的王
某抚养，王某也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这个孩
子，给孩子要点“营养费”也是合情合理，
怎么就构成拐卖儿童罪？

说 法

本案争议焦点是张某的行为是否构
成拐卖儿童罪？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把
孩子送给王某抚养，双方的确是你情我愿
的。虽然王某有抚养孩子的意思，但是张
某张口就问王某要5万元的营养费，这显
然超出了合理的“营养费”的标准。我国

《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为收取明显不属
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
女“送”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所以张某的行为并不是送小孩，而是

“卖”小孩。据此，法院最终以张某构成拐
卖儿童罪定罪处罚。 （赛赛李颖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