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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1990年出生的刘某，家住桐柏

县黄岗乡高店村，是家中的独女，

2010年，刚满 20岁的刘某经人介绍

与张某认识，两人于 2011年登记结

婚，2012 年 3 月生育一子张小某。

谁知刘某生完孩子后不久，即查出

患有狼疮性肾炎，全身浮肿。张某

因看不到希望，便不辞而别，对刘

某和孩子不管不问，刘某和孩子靠

娘家接济度日，为治病花费大量的

医药费。无奈之下，2018 年 11 月，

刘某将张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

双方离婚，孩子张小某由刘某抚

养，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

并要求被告给予原告经济帮扶。

被告张某则辩称原告隐瞒婚前患

有肾炎疾病，2014年自行回娘家居

住至今并带走孩子，坚持不放弃张

小某的抚养权。

判 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与张某

感情不和已分居满两年，且均同意

离婚，因此对于刘某离婚的诉讼请

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张小某的抚

养权问题，由于其一直与刘某生活，

刘某又是独生女，张小某也是她唯

一的孩子，且刘某的父母愿意帮助

刘某照顾张小某，因此判决：双方离

婚，张小某跟随刘某共同生活，张某

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 500 元，并判

决张某向刘某支付 1万元的经济帮

助费。该判决现已生效，双方已按

法律文书履行。

说 法
婚内互相扶养是夫妻间的法定

义务。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

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

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应当

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经济上互相支

持，一方遇患病等困难情形时，另一

方应予以帮助。本条规定需基于当

事人一方向法院主张权利，法院才

能依法裁判。

本案的刘某与张某本来基于夫

妻关系互负扶养义务，刘某患病期

间应得到张某的扶持，夫妻携手共

度难关。对刘某进行婚内扶养不仅

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

法定义务，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

姻关系得以维系和存续的前提，也

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但刘某对

张某的无情冷漠心生绝望，未向法

院主张该项权利。

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

要进行经济帮助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

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

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

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即当婚

姻关系终结时，若一方生活困难，法

律则要求另一方尽一定的扶助义

务，将道德上的义务上升为法律，让

司法更显温情。

本案的张某逃避婚内扶养照顾

刘某的法定义务，虽然双方均同意

离婚，但是离婚时张某应当给予刘

某一定的经济帮助费，法院根据原

告的病情、双方的经济状况等综合

考虑，酌定张某支付刘某经济帮助

费 1万元。4

不 可 推 卸 的 责 任

■ 法治一线

本报讯 （记者李 佳 通讯员

刘 涛）内乡县委依法治县办着力

加强青少年这一“关键时期”重点

普法对象的法治宣传教育，以提升

法治意识和依法自护能力为目标，

充分发挥法治教育在保障青少年

健康成长中的关键作用。

该县结合专题法治宣传活

动，扩大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影

响力。同时，进一步深化法律进

校园活动，组织律师和普法讲师

团深入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大力宣传 《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

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

环境。目前，全县政法系统已深

入 100余所中小学，为 6万余名师

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深受广大

师生的肯定与欢迎。

为深入贯彻落实 《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 ,县司法局切实抓好

在校学生法治教育计划、课时、

教材、师资“四落实”工作。此

外，县法治办组织政法各单位为

全县各中小学校聘请了 300 余名

法治副校长，不定期为学生上法

治课，确保青少年法治教育课程

落到实处。

县委依法治县办还充分利用

“第二课堂”，加大对青少年的法治

宣传教育力度。同时，协调公安、法

院、检察院等部门，举办模拟法庭、

警校共育、法律知识竞赛、法治

图片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

活动，全面提升全县青少年法治

教育工作内涵，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提供了法治保障。4

■ 律师说法■ 以案说法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拨打

110称被人绑架，请求警方予以救

援。在我市 110 指挥中心消耗大

量警力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场报假

警的闹剧，而这名报假警的男子被

处以 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日前，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

接到一男子报警称自己被绑架，

男子称自己在我市某宾馆中被

困，接警民警询问该男子，该男子

一会儿说在自己三楼，一会儿又

说在四楼，后来把电话挂断了并

再也无法接通。 110 指挥中心负

责人立即向局领导汇报。经刑侦

部门分析，报警人提到的宾馆一

个在城区的梅溪派出所辖区，一

个在城郊的龙升派出所辖区。两

个派出所分头派出大量警力去寻

找，均没找到。于是民警们又对

各自辖区的宾馆逐一细致排查，

直到下午三四点钟，龙升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一宾馆查到了报警男

子当天的住宿记录，不过当天 11
点他就退房了。

民警根据登记信息找到了报

警人差某。当警方找到差某时候，

差某又辩称自己有精神病。警方

带差某到医院进行鉴定，结果显示

差某根本没病。警方裁定给予差

某 10天行政拘留的处罚。4

强化宣传教育 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

报假警 自食其果被拘留

你曾涉嫌骗保？
这是骗子伎俩！
本报记者 刘亚芳

阅 读 提 示

冒充公职人员实施诈骗 ,常常让

人防不胜防 ,此类诈骗案件的手段恶

劣至极 ,不少上当受骗的人为此蒙受

经济损失。近日，记者从市公安部门

获悉，此类案件近期多发，在此，警方

提醒广大群众，接到类似电话时，一

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更不要向

其转账汇款。

典型案例

5 月 9 日，淅川县居民徐某报案

称：2019年 5月 9日下午，自己在家中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市社

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徐某社保卡被别

人盗用涉嫌骗保，并向徐某提供了一

个武汉市公安局“王警官”的 QQ 号

码，让徐某与对方联系核实，徐某添

加了对方提供的 QQ 号码，对方自称

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民警并直接报出

了徐某的身份证号码，说徐某涉嫌欺

诈犯罪，让徐某把自己的支付宝余

额，余额宝余额，借呗，微信余额都截

图发给他，徐某截图给他之后，对方

给徐某发送了一张强制性冻结执行

书，对方说需要冻结徐某的钱，让徐

某把卡内的 3510元钱转给他，徐某通

过微信转账向对方银行卡转账 3510
元，转款后发现联系不上对方才意识

到被骗。

5月 12日，邓州市居民付某报案

称：2019年 05月 12日下午，一个自称

医保中心工作人员的女子给付某打

电话称其用身份证在武汉办理了医

保卡并且取了 16900元钱，其行为涉

嫌犯罪，然后把电话转给了自称是武

汉市公安局“高文华”警官，“高文华”

警官用 QQ号码添加了付某的 QQ，之
后通过 QQ指挥付某将其银行卡内的

资金转至“安全账户”，并称核实其资

金不涉嫌犯罪后再返还给她，付某通

过邮政银行 ATM 机转款 9500元钱后

联系不上对方后发现被骗。

警方提示

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打电话的

方式办案，号码前面带有“+”或“00”，
均是境外诈骗窝点的不法分子利用

改号软件呼入的网络电话。

公检法等部门不会电话要求市

民提供个人信息，也不可能要求市民

以转账的方式，将钱打到某个安全账

户。市民群众有任何疑问可随时拨

打 110核实。

警官证是警察身份的证明，拘留

证、逮捕证是法律文书，只有在现场

执法中，民警当面向当事人出示，绝

对不可能通过微信、QQ等方式向当事

人发送警官证、拘留证、逮捕证照片。

只要是涉及金钱，都应再三确

认，请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易

向陌生人转账汇款。4

本报讯 （记者刘亚芳 特约记

者王 远 通讯员韩源源 赵 爽）

谎称自己家庭困难，偷窃骗取好心

老人钱财，将所得赃款全部挥霍。

日前，宛城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对黄某提起诉讼。

2016年底，黄某独自溜达到南

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某社区中

寻找作案目标。王某看黄某过年

不回家，出于关心便主动询问。黄

某谎称家庭困难，自己在外边没有

挣到钱，回不了家。王某一听，觉

得十分可怜，起了恻隐之心，便将

黄某领进自己家中，并给黄某端来

了可口的饭菜，还将自己随身口袋

里的 700 元钱送给黄某。黄某一

看王某如此好心，便又谎称钱不

够，询问王某是否能借给自己一些

钱。王某便到自己卧室给黄某拿

出 1000 元，说算是借给黄某的。

而黄某趁王某进屋拿钱之际，尾随

身后记住了存钱的位置。第二天，

黄某谎称电车没有电，想找一个电

车充电器，再次来到王某家中，趁

王某外出找充电器的空隙，潜入王

某卧室，将王某剩余的 1000 元偷

走后迅速离开。

2019年 5月，黄某又来到这个

街道瞎转，王某立即报警。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4

坏透了 黑手伸向恩人家

本报记者 张 罡

香喷喷的大鸡翅，酸辣过瘾的

土豆粉，是吃货们的最爱，然而，你

能想象吗，也许，你吃到嘴里的美

食，竟从满是油腻污垢的小作坊里

流出。近日，市公安局梅溪派出所

在走访中发现了一家潜藏于城中

村民居内的食品加工小作坊。

6月份以来，根据市公安局“走

村入户进店访企”专项行动的安排

部署，梅溪派出所对辖区进行逐户

登记排查，6月 17日，当梅溪派出所

的走访民警在位于工业路和七一路

交叉口一城中村走访时，民警发现

一户人家大门紧闭，经过走访摸排，

民警从群众口中了解到该租户的下

水道内经常有恶臭气味的污水流

出，还有机器的轰鸣声传出。

6月 20日上午，经过几天的摸

排蹲守，民警最终进入该户人家。

打开大门，在仅有半米宽的院内通

道上摆放着一个垃圾桶，地面上是

没有入桶的垃圾、杂物。客厅地面

上，一些不知来处的圆形桶、蓝色

储物筐、不锈钢盆子里分别装着加

工成型的土豆粉、被一些调料覆盖

腌渍的鸡翅，以及一些不明的腌渍

肉类，厨房里，灶台上满是油腻污

垢，卫生间地面上的方形塑料桶内

满是污水。

后经民警对房屋的租户王某

询问，了解到，租户王某去年秋天

开始在此租房，二楼用来住宿，一

楼用来加工生产土豆粉、鸡翅等食

品，产品主要销往某些食品摊点和

门店。当民警要求其出示相关的

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健康

证等证件时，王某均不能出示。民

警当场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要

求其搬出居民区，禁止有扰民行

为。4

脏乱差 黑作坊里污水流

核 心 提 示

“从今天开始我们自愿结为夫妻，将共同承担婚姻的责任和义务。

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

康还是疾病，我们将一起携手度过，共同患难，共同享福，愿意彼此作为

对方终身的伴侣。”在婚礼上，听到这样的结婚誓词总让人感动，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当一方真的出现困境时，另外一方会无条件一起携手度过

吗？近日，桐柏县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离婚案件，法院判决，丈夫张

某支付生活困难的妻子刘某经济帮助费 1万元。

某商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21 日成立，注册资金 200 万元。李

某认缴出资 100 万元，占股 50%；

张某认缴出资 50万元，占股 25%；

王某认缴出资 50万元，占股 25%。

公司设立时三名股东按注册资金

额的 25%实缴出资 50 万元。公司

章程规定股东应在 2019 年 6 月 1
日前足额缴足剩余出资。截至 2019
年 6月 1日股东李某和张某都已交

齐剩余的股金，王某还有剩余的

37.5万元股金未缴纳。2019年 6月
3日和 6月 5日，商贸公司向王某发

送了两次书面催缴通知，要求王某

缴纳欠缴的股金 37.5万元。2019年
6月 10日，商贸公司召开股东会，

王某经通知未参加。请问：王某未

全额缴纳出资，公司能否解除其股

东资格？

对此，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翔、王萌解释，本案涉及公司

股东未全额缴纳股金，公司能否

解除其股东资格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

金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

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

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

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

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

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股东的

股东资格，应当符合三个要件：第

一，解除股东资格这种严厉的措施

只应用于严重违反出资义务的情

形，即未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未

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部分出

资不应包括在内。第二，公司对未

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

的股东除名前，应给该股东补正的

机会，即应当催告该股东在合理期

间内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第三，解

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

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应当依法召

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如果

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经代表 1/2以
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本案

中，王某在公司设立时实际出资

12.5 万元，其已经履行了部分出

资，不属于未完全出资，故不满足

上述第一个要件，故公司无权解除

其股东资格，股东会决议无效。但

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可以依法起

诉要求王某缴纳剩余的 37.5万元

的出资。4 （李 佳 整理）

股东未缴纳出资，
能否解除其股东资格？

“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

“实际神”等，是由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阿城区人赵维山创立的邪教组

织。近年来，“全能神”遭警方多次

打击后，改头换面，变身“父神教”、

“圣灵流”“爱神教会”等，并在互联

网上传播。为帮助民众快速识别

“ 全 能 神 ”， 笔 者 总 结 出 “ 全 能

神”六大特征，三大危害，供读

者参考识别。

六大邪教特征

看信仰对象：邪教首先神化教

主，包装出一个“精神偶像”，如“法

轮功”的“师父”李洪志、“门徒会”

的“三赎基督”季三保等。

“全能神”冒用基督教，但并不

信仰基督耶稣，它们推出所谓的

“女基督”“全能神”作为信仰对象。

看标志（Logo）：“全能神”自称

“全能神教会”“国度福音教会”，其

标志（网站 Logo）是一个有十字架、

月牙、星星组成的图案。这个 Logo
出现在“全能神”网站、社交网站账

号、APP及宣传品上。

看宣传品：“全能神”是冒用

基 督 教 建 立 的 邪 教 组 织 。“ 全 能

神”以《圣经》为幌子，对基督教教

义进行盗用、歪曲、炮制出《话在

肉身显现》《末世基督的发表》等

音视频。

看聚会地点：集体宗教活动在

寺观教堂等相对固定的宗教场所

开展，由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全能

神则秘密聚会，集体活动没有固定

的场所和时间。它们聚会往往选

在偏远、封闭的场所。“全能神”会

设立“接待家庭”，安排秘密聚会。

传教人员系邪教内部指定，不具有

宗教教职人员资质。

看活动方式：“全能神”组织严

密，从上到下有 6 级组织，依次是

监察组、牧区、区、小区、教会、小

排。如浙闽牧区设有五人决策组、

剧本组、文字组、清开组、接待家

等。在富阳小区设有事务组、文字

组、考核组、修理组、清开组、视频

组等。

看常用术语：“全能神”有一

套专用词语，成员在相互交流中

经常使用。在拉人入教时，也会

经常提到这些词语，如全能神、

实际神、末世基督、律法时代、

国度时代等。

三大社会危害

签入伙“保证书”对信徒进行

绑架：“全能神”邪教控制信徒的一

个歪招就是让新入伙者“自愿”签

订一纸“保证书”，大多还要在入教

仪式上“对神起誓”。所谓的“保证

书”实际上是邪教对信徒的精神绑

架，是逼迫信徒向邪教主出卖自己

的“霸王条款”。这种“保证书”牺

牲的是信徒的权益，满足的是邪教

主的无底贪欲和膨胀的野心。

让入伙人写“断情书”离间亲

情：血浓于水，亲情最珍贵。可“全

能神”邪教却胡说亲情是世俗的拖

累，是一心奉神的障碍，必须撇

弃。“全能神”宣传品 《话在肉身

中显现》 强调：“什么时候能脱离

世俗，什么时候能脱去情感，什

么时候能撇弃丈夫、儿女，什么

时 候 生 命 成 熟 ……” 这 是 邪 教

“全能神”侵犯人权、离间亲情的有

力证据。

入 伙 时 留“ 出 走 书 ”破 坏 家

庭。“全能神”邪教为了对信徒实施

绝对的控制，蛊惑信徒抛家弃亲，

一心“奉神”。凯风网每年都有数

十例关于“全能神”痴迷者离家出

走的报道，有的痴迷信徒还写下了

出走的留言书。

1995 年 ，“ 全 能 神 ” 被 我 国

政府确定为邪教组织，为逃避打

击，邪教头子赵维山和杨向彬逃

往美国，但他们继续通过互联网

遥控指挥国内信徒。如今，“全能

神”邪教组织的魔影依然游荡在

我们身边。4
（作者单位：市反邪教协会）

邪教“全能神”的本质
□李建荣 买新明

6月 18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党支部组织全庭干警到桐柏革命纪念馆开展党日活动 4
本报记者 王 淼 通讯员 宋梦楠 郑 娜 摄

近日，内乡县法院的法官们走上街头，开展反拐宣传活动 4
本报记者 吕文杰 张 铎 摄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你的银

行卡涉

案需要

调查

■ 法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