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和为贵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桐柏县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张林璞担任审判长。
他认为， 该案如果不调解
好，3 名未成年人与其叔
叔、 姑姑的亲情可能会留
下裂缝。最终，本着以和为
贵的目的， 张林璞促使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杨
某对 3 个未成年子女享有
监护权； 遗嘱所涉及的两

套房子由被告保管， 将来
由原、 被告双方共同办理
该两套房屋的产权手续，
杨某没有处置两套房产产
权的权利；张某遗留下的所
有银行卡由原告杨某持有
和支配，仅用于 3个未成年
子女的学习、生活、医疗支
出，不得挪为他用；若原告
将银行卡中的钱挪为他用，

被告有权立即收回所有的
银行卡。

张林璞告诉记者，本案
中，原告杨某要求依法享有
监护权， 符合法律依据，应
当予以支持。张某立的遗嘱
是合法有效的， 应按
遗嘱来保护 3 名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监
护权与财产监管权并

不冲突，如果财产管理人在
监管财产过程中，损害了 3
名未成年人的利益，监护人
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可以
依法主张权利，追究监管人
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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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去世 立遗嘱财产归子女
1990 年， 女子杨某和

男子张某在桐柏县登记结
婚， 婚后育有三女一子，现
大女儿已成家。 2014年，双
方感情破裂，协议离婚。 协
议约定，两个女儿随杨某生
活，儿子随张某生活。

今年 3月，张某身患重
病，其弟弟张某甲和妹妹张
某乙将他接回桐柏县，杨某

闻讯也赶回张某家。通过沟
通，二人冰释前嫌，张某与
杨某复婚，并跟随杨某到其
所在地湖北省随州市生活。

之后， 杨某立即安排
张某在随州市办理入院手
续。虽经杨某悉心照料，但
张某病情严重，于 3 月 23
日去世。

办理完张某的丧事后，

张某甲和张某乙递给杨某
一份张某生前留下的遗嘱，
遗嘱称：在郑州市的两套房
产和一辆现代轿车变卖后
的资金归张某的儿子所有，
银行卡内的 20万元归两个
未成年女儿所有，并委托张
某甲、 张某乙为财产监管
人， 在其子女年满 18周岁
前，不得以任何借口动用这

些财产。
张某去世后，3 个未成

年子女一直跟随杨某，生活
拮据。张某乙愿意将受委托
保管的财产交给杨某，却遭
到张某甲的拒绝。 为此，杨
某将张某甲和张某乙告上
法庭，请求确认对 3个未成
年子女的监护权以及财产
行使管理权。

方城县人民检察院

入户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时国庆

马严）日前，方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相峰
深入该县小史店镇，开展精准扶贫攻坚工作。

李相峰到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他们家
庭收入状况、 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致
贫原因、发展愿望等，共同商定具体脱贫方
案和办法，鼓励他们坚定脱贫信心、积极克
服困难， 在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扶持下，早
日脱贫致富。

李相峰嘱咐扶贫干警，“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都有改变农村贫
困现状的愿望，这下又回到了农村这块儿有
感情的土地上，一定要不忘初心，精准识别，
因户施策，尽力帮助贫困户解决问题，引导
群众勤劳致富，保证如期脱贫。 ”大家纷纷表
示，有信心、有决心完成扶贫攻坚阶段最后
任务，绝不辜负群众的期盼。

男子因病去世后写下遗嘱，由其弟弟妹妹监管财产，但男子的前妻带着 3 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拮据，双方因此闹
上法庭。 11 月 9 日，桐柏县人民法院来到该县城郊乡北杨庄对该案进行巡回审判，促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直播抓“老赖”

百万网友点赞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程相鹏）

11 月 8 日凌晨， 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今日头
条政务公众号“天平南阳”直播平台，对内乡
县人民法院凌晨集中大执行活动进行视频直
播，公开执行全过程，向广大网友展示法院攻
克“执行难”的力度和决心。

当日凌晨 5 时 50 分， 直播正式开始，整
个直播活动历时 140 分钟， 市中级人民法院
直播团队生动展示了内乡县人民法院对 12
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的全过程。 活
动得到了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全国
各地网友纷纷为内乡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点赞，并积极跟帖评论。

截至 11 月 9 日 9 时，视频累计点赞超过
100 万次， 有力打击和震慑了失信被执行人，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冒充女留学生 利用 QQ 诈骗
一男子涉嫌诈骗被西峡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并获刑 3 年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张宇 李富豪）利用
网络平台，冒充赴美中国女
留学生，骗家属 5万元。 日
前，西峡县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江某提起公诉，
该县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 1万元。

江某是广西省宾阳县
人， 无正当职业。 4 月 17
日， 江某通过互联网搜索，

获取了中国女留学生小丹
（化名）及其家人的信息。原
来，西峡人小丹在美国读研
究生，周末在一家汽车销售
公司卖车。 江某以买车为
由，在聊天过程中获取了小
丹的好感，并从小丹口中套
取其个人生活隐私。

之后，江某又重新申请
了一个 QQ 冒充小丹，将其
母亲林某加为好友。在与林

某聊天中，“小丹”称，自己
重新申请一个新 QQ 号，仅
限于与父母联系，并将平时
卖车时的部分视频发给林
某，获取了林某的信任。 某
日，“小丹”通过 QQ 联系林
某称，因其为导师保管现金
且美国银行系统升级暂时
无法汇款， 导师着急用钱，
让林某先给导师汇款 5 万
元。 林某信以为真，遂通过

手机银行即时转账。
次日， 小丹与母亲聊

天，林某方知被骗，遂报警。
7 月 17 日， 江某被西峡县
公安局刑事拘留。 9 月 29
日，西峡县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江某提起公诉，
该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江某
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
施诈骗， 涉案财物数额巨
大，遂作出上述判决。

丈夫去世后写下遗嘱，财产归孩子但由弟妹监管
妻子带着 3 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拮据

上法庭 争夺财产管理权
法官调解：监护权与财产监管权并不冲突

新野县人民法院

帮农民工讨薪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张延波

张朝风）11 月 8 日，新野县人民法院快速执结
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维护了农民工的
合法权益。

2012 年春， 赵某经人介绍给王某承包的
工程开铲车，每月工资 3000 元。 至工程结束，
赵某工作 6 个月，王某仅支付 4500 元，其余
13500 元一直拖欠着。 无奈之下，赵某将王某
起诉至法院，并赢得诉讼。

案件执行阶段，王某被传唤至法院后，一
直声称没钱支付赵某工资。 为了农民工的血
汗钱不打水漂， 法院执行干警决定对王某实
施司法拘留。 最终，王某在被拘留前当天履行
了判决义务。

年末将至， 新野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
民生案件的执行， 尤其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快速执行机制，确保
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得以兑现， 受到了广大群
众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白丞博 贾吉振

违法停车
记 3 分

10 月 31 日 14 时 8 分，
在七一路中国银行门口，车
牌号为豫 R16868 的车辆在
禁令标志下停车。 依据相关
法规， 处 100 元罚款， 记 3
分。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指挥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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