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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刘女士与赵先生
婚后几年未生育子女，由于周
围人的议论和年迈父母的催
促，赵先生去医院进行了检
查，经过医院的鉴定证明自己
有生育能力。他遂要求妻子
进行检查，结果刘女士告诉他

自己不愿意生孩子，想成为
“丁克家庭”，所以婚后悄悄采
取避孕措施。赵先生对此非
常生气，但也不愿破坏婚姻关
系，只能想办法慢慢做妻子的
工作。不久以后，刘女士意外
怀孕，在未得到丈夫同意的情
况下，自己到医院做了终止妊
娠的手术。为此，夫妻双方多
次发生争吵，刘女士与赵先生
父母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紧
张。2011 年 11 月，赵先生将
妻子告上法庭，要求与妻子刘
女士离婚，同时认为妻子擅自
终止妊娠，侵犯了他的生育
权，要求刘女士赔偿其精神损
失费5万元。

【审判】法院经过审理，判
决赵先生与刘女士离婚，但是
驳回了赵先生就妻子侵犯其
生育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诉讼请求。

【评析】婚姻关系是靠夫
妻双方的感情来维系的，赵先
生与刘女士因为生育子女的
问题产生了家庭矛盾，且经过
法院调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导致感情破裂。《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三》第9条规定，夫妻
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
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
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
应依照《婚姻法》第32条第3款

第5项的规定处理。如果双方
的婚姻关系继续存续，赵先生
要求生育子女的权利将会受到
侵害，因此，法院准许二人离
婚。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男
女公民均享有相应的生育权。
刘女士享有的生育权是基于人
身权中的一种生命健康权，而
赵先生所享有的生育权是身份
权中的一种配偶权。当这两种
权利相冲突时，法律应当更加
关注生命健康权，而非配偶
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
不生育的自由。《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三》第9条规定，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
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
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李雪萍）

夫妻一方拒绝生育 可解除婚姻关系
举案说法举案说法

 














本报讯 根据州公安交警支队日前
发出的通报：8月份我州道路四项指数分
别下降。

当月，全州共发生交通事故572起，
造成 2 人死亡，36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287120元。其中，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2起，造成2人死亡，无人受伤，直接经济
损失21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四项指
数分别下降60%、60%、100%、20.78%。

重大事故发生路段为：国道2起。重
大事故发生时间段多为0时至2时，3时
至5时。当月较为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

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会车。
针对正值秋季学期开学，中小学生

流量较大。公安交警部门提示广大驾驶
人，外出时请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同时，乘坐人员对驾驶员违规行为要予
以制止、举报。（州公安交警支队 供稿）

8月份我州交通事故四项指数有所下降

本报讯 日前，居民赵李娟带着写有“敬业正
直，为人民解忧，无愧标兵优质服务”的锦旗来到瑞
丽市公安局国门派出所，感谢国门派出所神速破获
摩托车盗窃案，为其挽回了经济损失。

8月15日23时07分，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辖
区居民赵李娟报案称：其摩托停放在姐告三环宾
馆后院内被盗，摩托车为深红色、豪爵牌。接警
后，值班民警迅速向所领导汇报，派出所领导高
度重视，一方面立即组织民警到案发现场勘察取
证，另一方面迅速对各摩托车收购点、边境通道
进行阵地布控。次日凌晨3时30分在姐告奘罕
路与贸海路交叉处的一个黑暗处，民警发现两名
形迹可疑的男子站在一辆摩托车旁边，行为十分
诡异，摩托车警报器还不时发出刺耳的鸣叫声。
民警见状准备上前对其进行盘查，两名可疑男子
丢下摩托车便仓皇逃走。后经民警下车现场查
验，发现摩托车有明显的被撬痕迹，有被盗嫌疑，
遂将号牌为“云NV3795”的摩托车带回国门派出
所，经查询证实摩托车正是车主赵李娟的。

（瑞丽市公安局 供稿）

破案神速追赃快 群众感激送锦旗

本报讯（通讯员 李江润） 近日，州法院民一庭通
过家访调解，圆满解决一起离婚纠纷案件。

去年12月20日，家住梁河县芒东镇的杨某向县法
院提交诉状，要求与丈夫管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其在诉状中称，嫁给管某至今近20年，其间生育一
子一女。近几年来，丈夫长年在外打工，双方聚少离多，
互不信任，争吵不断，对共同生活失去了信心，家中有土
木结构房子一幢，请法院判决离婚。

梁河法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
准予双方离婚，并将房子判归杨某享有，由杨某折价补
偿管某。一审宣判后，管某不服，向州法院提起上诉，认
为一审判决的房屋折价补偿款明显低于市场价，且房子
建盖在其父母的宅基地上，父母为建盖该房投入了人
力、物力，一审判决房屋归杨某享有造成管某无家可
归。最为关键的是，据村中习俗，女方一旦离婚就无法
在男方村寨居住，一审判决很难得到村民的认同。

针对上述情况，民一庭组织合议庭查看了双方争议的房
屋现状，认为不存在实物分割的可能性，一审以折价补偿的方
式处理符合本案实际，但补偿款数额、谁直接享有房屋、由谁补
偿折价款成为处理的焦点、难点；现双方对房屋的价款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又均不愿申请评估鉴定，案件的处理陷入僵局。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亲属均希望法院尽快处理。
合议庭以此为契机，通过多方工作，双方当事人终于达
成协议。但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均未履
行。二审合议庭立即向当事人询问情况，再次走进当事
人家中，现场组织调解，帮助双方履行协议。最终双方
当事人在法院调解下分割了共同财产，杨某搬出房屋，
管某支付折价款，一场离婚纠纷圆满解决。

调解息纷争 家访促履行

州法院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

本报讯（通讯员 杨利玭） 本为贫困学生“雪中送
炭”的助学金，竟被一些学校当成了“生财工具”。原州
某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毛某、执行校长郭某某利用职务便
利，采取虚假、重复申报资助对象以及隐瞒流失学生等
方式，四年内共计骗取国家助学金180万余元。日前，两
被告人在芒市法院出庭受审。

被告人毛某在2007年秋季学期至2010年春季学期
期间，在被告人郭某某的帮助下，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的方法，用流失学生申报国家助学金，骗取国家下拨流
失学生助学金718人次，非法骗取国家助学金481950元；
伪造发放顶岗实习生助学金2669人次，非法骗取国家助
学金1344350元，共计骗取国家助学金1826300元并非法
占为己有。被告人郭某某将从学校账户内取出准备用
于“送礼”的50000元占为己有。案发后，被告人毛某积
极退清赃款，被告人郭某某退清部分赃款。

经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人毛某、郭某某无视国法，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
诈骗罪。被告人郭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将单位现
金占为己有，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职务侵占罪。一审判
决被告人毛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
200000元。被告人郭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
处罚金50000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0元。

贪校长冒领百万助学金获刑

本报讯 （通讯员 汤婧） 芒市法院日前调解一起
母子赠与合同纠纷案。

原告杨某与被告杨某某系母子。原告夫妇于1988年
建盖了一幢2层砖混结构住宅，1999年原告丈夫去世后，在
被告再三保证要赡养母亲、养老送终的情况下，经其他子
女同意将该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均办理到被告名
下。但自2011年起，原告与被告夫妻的关系逐渐紧张，经
常发生争吵，原告发现被告夫妻开始对自己置之不理，生
病无人照顾，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经
与被告夫妻协商，同意将住宅的四分之一土地使用权及房
屋产权办理到原告名下。但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后，双方
发生争执，被告夫妻拒绝再办理房屋产权证。原告万般无
奈之下，将儿子告上法庭，要求撤销1999年对被告土地使
用权及房屋产权的赠与，由被告返还土地及房屋。

当法院将母子二人通知到法院时，母亲情绪激动，
满脸泪水，认为自己苦了一辈子建的房给了儿子，就为
了养老送终，没想到到了晚年没了保障。儿子却认为建
房时自己出了部分资金，房子本该有自己的一份，不存
在赠与。而且没有虐待老人，是母亲无理取闹。母子二
人相互指责，数落对方的不是。考虑到本案属于亲情之
间的纠纷，承办法官到原、被告家中了解情况，多次组织
双方调解，动情说理，并邀请双方的亲友协助调解。

经多方劝说，双方达成协议将该住宅的三分之一土
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办理到母亲名下，母子二人消除隔
阂，化解了仇恨。

通过本案法官提醒：子女赡养父母是应尽的法律义
务，不附加任何条件。

法官以情化解母子仇恨

本报讯（通讯员 杨 丹 陶汝雄）因贪图便宜，
在明知是赃车的情况下，仍然购买和帮助销售，最终因小
失大，受到法律的制裁。近日，盈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几个月前，张某的朋友罗某骑着一辆偷来的摩托车到
张某家，告诉张某这辆摩托车是偷来的，张某见摩托车还有
八九成新，市场价尚值五、六千元，便贪图便宜，以500元钱
买下了摩托车。不久后，罗某再次将一辆偷来的摩托车骑
到张某家，张某帮罗某将摩托车卖给了同村的岳某，事后罗
某分给了张某100元钱的好处费。尝到甜头的张某又以同
样的方式帮罗某卖了两辆摩托车，每次都收取了好处费。

经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为贪图小便
宜，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手续不全、没有合
法证明的摩托车，其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贪便宜购买赃车被批捕

本报讯（通讯员 杨荣勇） 近日，三象派出所近
期多措并举，擒逃犯 、抓盗贼，侦破了数起严重影响广
大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侦查方法的案件，受
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8月28日15时，三象派出所通过1个多月的摸排，在
景罕镇将涉嫌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某抓获。
周某某被抓获后，拒不承认盗窃摩托车的犯罪事实，民警
针对其犯罪心态、言语表情、作案工具展开审讯攻略。在
强大的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下，周某某终于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行为。现查明，周某某先后伙同杨某某（已刑
拘）等人在章凤、景罕、城子等地盗窃摩托车5起。

9月1日15时，民警在对一辆由瑞丽开往陇川的
出租车进行查缉时，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慌张，说话前
言不搭后语。民警随即将其传唤至查验点进行询问，
并对男子进行身份查验。核查结果显示，该男子为梁
河县公安局列为网上逃犯的罗某某，民警随即将其控
制。经查，2010年4月以来，罗某某通过虚构事实的方
式，连续向他人诈骗现款70余万元，今年6月13日，梁
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以涉嫌诈骗将罗某某列为网上
逃犯。目前，罗某某已移交梁河县公安局审理。

三象派出所擒逃犯抓盗贼

本报讯 8 月 28 日 16 时 30 分，芒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接到德宏公安边防支队戛中情报站移送案件称：
8月28日16时，德宏公安边防支队戛中情报站在江桥
进行公开查缉时，从杨某某、赵某某驾驶的一辆红色
二轮摩托车上查获缅甸产卡崩烟6件300条。获此情
况后，经侦大队民警立即对该案展开了调查。经讯问
得知，犯罪嫌疑人杨某某、赵某某没有办理烟草专卖
品零售许可证和运输许可证，经芒市烟草专卖局卷烟
价格初步鉴定，涉案卷烟价值人民币50400元。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芒市公安局 供稿）

芒市公安破获一起非法经营案

本报讯 9月1日，芒市公安局锦华派出所迅速破
获一起抢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8月30日，锦华所值班民警接群众张某报称：其在文
蚌街自己开的按摩店内被人持刀抢劫，抢走现金200
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信息化手段和
加强与巡逻防控民警密切联系，9月1日18时15分，民警
将8月30日入室抢劫张某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

经过连夜突审，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对8月30日在文蚌
街持刀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自全市公安机关吹响“信息导侦”破案大会战号
角以来，锦华派出所牢固树立“打击犯罪是主业，破案
攻坚是龙头”的理念，创新打击机制，强化信息导侦，
结合辖区刑事案件规律特点，进一步加大了防控工作
力度，有效地提升了打击犯罪、稳定治安的驾驭能力。

（芒市公安局 供稿）

锦华派出所速破一起抢劫案

▲盈江县国土资源局不慎遗失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
01526950-4；登记号：组代管 533123-c01963，
特此声明。

▲梁永芳、王保权不慎遗失共有房产证，证
号：瑞房权证字第20247-20248号，特此声明。

▲杨生堂不慎遗失土地证，证号：盈国用
2004第071号，特声明作废。

▲芒市安兴养殖定点屠宰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云国税字
533103775521055，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本报讯（记者 蓝玉芝） 两罪
犯为偷盆栽致人死亡，潜逃出境 48
小时落网。9月6日，瑞丽“9·04”持
枪杀人案成功侦破。

9月4日凌晨5：40分，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瑞丽恒大建材市场
保安员电话报警称：在恒大建材市场
有人偷东西，请110出警处理。接到
报警后，110巡逻警察大队处警民警
于5时46分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
见一名保安员倒在恒大建材市场保
安室门口的地上，报警人称倒在地上
的保安员系被人用枪支击中胸口。
处警民警立刻向局领导汇报情况，同
时迅速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并
对现场进行保护。伤者送到医院后，
经医生鉴定已经死亡。

此案的发生，引起了省公安厅，
州和瑞丽市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
的高度重视。州委李磊书记批示：
请公安部门给予重视，务必尽快破
案。州长龚敬政，州委常委、瑞丽市
委书记杨跃国，副州长、州公安局长
马闻也相继做出批示：要求迅速侦
破此案，抓捕犯罪嫌疑人，铲除这一
社会恶瘤，确保社会平安和各族群
众的安全。

警情就是命令。州、市两级公
安机关迅速行动，副州长马闻亲自
坐镇指挥，瑞丽市局迅速成立以副

市长、市公安局长蒋元海为组长的
“9·04”案件专案组，抽调相关警种
优势警力组成现场勘验组、走访调
查组、视频监控调查组、境外布控
组、技侦信息组、抓捕审讯组等11个
工作组，全面开展侦查破案工作。
州公安局副局长岳钢率刑侦、行动
技术、特警、网监、边防支队等警种
负责同志及时赶赴瑞丽参与案件侦
破工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出刑
侦专家前往瑞丽协助破案。

案件侦破中，技术人员对现场
仔细勘验，现场提取了犯罪嫌疑人
的指纹、DNA检材、手扶拖拉机、弹
壳、弹头、子弹、弹夹等实物证据。
同时专案组及时调取现场视频监
控，并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开展大范
围的走访调查，根据现场遗留物证、
视频监控及现场指纹痕迹、DNA证
据等，初步确定两名犯罪嫌疑人为
尚岩翁、寸小荣，二人作案后潜逃出
境，藏匿在中缅边境缅方一侧。

针对中缅边境地势险峻、人员
复杂、山路崎岖、便道无数，加之两
名犯罪嫌疑人非常熟悉境外地形，
居无定所，一旦情况有变，就会向缅
纵深潜逃，将对抓捕工作将造成巨
大困难的实际，马闻做出明确指示：
全体参战民警要树立坚定必胜的信
心，为警察的荣誉而战，为开发开放

试验区的平安而战，为还老百姓安
宁生活而战，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
涯海角也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专案指挥部果断决策，调集全
州武警、边防、公安民警共120余人
在边境一线展开围捕。各抓捕成员
小组集中优势警力，对犯罪嫌疑人
可能逃跑的线路和藏匿地点，有可
能发生的边境突发情况进行了充分
分析研判，精心策划，制定详细的抓
捕方案。整个抓捕工作在紧锣密
鼓、有条不紊地开展中。9月6日凌
晨 5 时 50 分许，成功在瑞丽边境将

犯罪嫌疑人尚岩翁、寸小荣二人缉
拿归案，当场缴获作案手枪1支、子
弹1发、昌河牌微型面包车1辆。至
此，瑞丽市“9·04”持枪杀人案成功
告破。该案从接到报警到成功抓获
两名犯罪嫌疑人，仅用了48小时。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
吸毒人员，常年流窜活动在中缅边
境一线）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
时在省、州、市三级公安机关技术部
门的细致工作下，犯罪嫌疑人的指
纹、DNA与犯罪现场遗留的手扶拖
拉机等痕迹物证认定同一，缴获的

自制枪支、子弹弹道痕迹与犯罪现
场遗留的弹壳、弹头、子弹、弹夹等
认定同一。

现经侦查查明：9月4日凌晨，犯
罪嫌疑人尚岩翁邀约寸小荣到瑞丽
的建筑工地偷木料。尚岩翁驾驶一
辆微型车，寸小荣驾驶尚岩翁的一
辆无牌手扶拖拉机，于4日凌晨5时
35 分，在经过瑞丽市恒大建材市场
时看到威尔斯陶瓷专卖店门口摆放
的盆栽，遂起盗窃之意。当二人正
在盗窃放置在陶瓷店门口的一颗

“发财树”盆栽时，被建材市场保安
人员通过监控发现，建材市场保安
岩也、俩棒、岩吞亮3人出来对该二
人进行制止。制止过程中，尚岩翁
掏出随身携带的自制手枪连开数
枪，击中其中一名保安岩也。随后
尚岩翁慌忙驾驶微型车逃离，寸小
荣丢弃手扶拖拉机徒步逃离现场。

9月7日，受副州长、州公安局局
长马闻的委托，瑞丽市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蒋元海向《云南日报》、《香
港大公报》、《春城晚报》、《云南经济
报》、《云南法制报》、《云南信息报》、
云南网、《春城晚报·新芒市》、《德宏
团结报》、德宏电视台、德宏人民广
播电台以及瑞丽市各新闻媒体通报
了德宏警方成功侦破瑞丽“9·04”持
枪杀人案的情况。

为偷盆栽致人死亡 潜逃出境48小时落网

瑞丽“9·04”持枪杀人案成功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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