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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调处 化解信访积案
市人民检察院

“我对检察院的处理是满
意的，从此息诉罢访，这个案
件我再也不上诉了。”7 月 28
日，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检察官在对信访人董某某进行
回访时，董某某拉着检察官的
手说。

涉法涉诉信访积案集中化
解活动开展以来，市人民检察
院对 2014年以来长期信访、重
复信访案件进行了排查，并针
对排查出的每一件涉检信访积
案都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台账；
每一件涉检信访积案都确定一
名包案领导，明确具体的承办

人，压实首办责任，提高首办
工作质量。

董某某信访案为市人民检
察院自行排查出的信访积案之
一。2015年 12月，信访人董某
某因租地合同纠纷不服法院判
决，申请市人民检察院对其案
件进行监督。经审查，市人民
检察院认为其不符合监督申请
条件，遂做出不支持监督申请
决定。董某某拒不接受该结
果，并多次重复上访。

为彻底解决董某某信访积
案，使其真正息诉罢访，市人
民检察院主动与市中级人民法

院相关负责人进行联系，多次
到董某某家做其思想工作，使
其明白他的行为不仅会给国家
机关造成恶劣影响，还会严重
影响自身的心理健康。同时主
动联系董某某所在村村干部，
与村干部一起从如何处理好邻
里关系的角度帮助董某某解开
心结，并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为
其提供帮助，促使董某某同意
息诉罢访，并在息诉罢访笔录
上签字，因此才发生了文章开
头那一幕。至此，市人民检察
院排查出的信访积案全部圆满
成功化解。 刘海涛

7 月 29 日上午，召陵区
司法局志愿者走进某科技有
限公司开展专题普法宣传活
动。

普法现场，志愿者向企
业员工讲述民法典中的劳务
合同如何签订、个人信息如
何保护、如何界定夫妻共同
债务、孩子给游戏大额充值
是否可以退还等新增亮点。
通过志愿者耐心细致的讲
解，大家对很多日常生活中
似懂非懂的法律问题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活动得到企业
员工纷纷点赞。此次宣传活
动帮助企业员工培养遇事找
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
法的意识和能力，维护公司
合法权益，维护个人自身权
益。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折页 100 份，宪法知识读
本50本，并向企业赠送20本
民法典。

郎笑笑

召陵区司法局

民法典宣传进企业

民警处警处理民事纠纷，
在人群中看到一男子，没想到
男子见到民警后就“开溜”。于
是民警核查了一下该男子身
份，发现他竟是被福建警方网
上通缉的在逃人员。

7月26日下午5时许，市公
安局召陵分局民警冯闯非带领
辅警方红臣、郭建璞、庞伟成
在周韩村处理一起家庭婚姻纠
纷。处警结束后，冯闯非发现
一名男子看见民警后神态慌
张，跑进路边小卖部。见该男

子行迹可疑，冯闯非遂追上去
询问该男子的身份信息，男子
称自己是段某某，现年 45 岁，
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人。

民警一边询问男子身份信
息，一边联系派出所值班民警
核实。很快民警确认段某某在
2019年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福
建警方上网追逃。民警随即将
段某某控制，并依法将其传唤
到青年派出所。

经 询 问 ， 段 某 某 交 代 ，
2019年，他在福建省因危险驾

驶被刑拘，同年 8月 30日被取
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为逃
避罪责，段某某更换电话号
码，独自到广东收废品，整日
里东躲西藏，提心吊胆。

一年后，段某某以为风声
过去了，便偷偷回了老家。3个
小时前他刚刚到家，没想到却
被民警撞个正着。

据悉，目前，市公安局召
陵分局已经和福建警方取得联
系，段某某现被临时羁押在我
市看守所。 李 政

看见民警就跑 原是网上逃犯

“咱们一起拍张合影吧，这
段时间公证员跑前跑后，辛苦
了！感谢你们！”7 月 27 日上
午，当事人吴老太脸上洋溢着
开心的笑容，拉着公证员和家
人一起拍合影，以“全家福”
的形式表示对市天汇公证处的
感谢。

今年 7 月，吴老太的孙子
周某来到市天汇公证处咨询继
承父亲周建某遗产的公证事
项。然而，一份证明材料难住
了周某。继承权公证需要一份
亲属关系证明表，亲属关系证
明表是公证员在办理继承权公
证时核对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
系的重要材料。可是，2019年

公安部下发文件，不再就亲属
关系开具证明，社区居委会也
根据相关政策不再开具此类证
明材料。周某的假期时间有
限，办理公证手续较为紧迫。

天汇公证处对周某的公证
申请进行集中讨论，在坚持原
则、高效便民的思路下，最终
拿出解决方案。公证员助理李
正行前往现场协助周某调取被
继承人周建某所在单位的人事
档案，通过人事档案中所载明
的家庭成员关系来证明亲属关
系。由于被继承人周建某所在
单位名称变换多次，李正行几
经周折才将周建某的人事档案
调取出来。

亲属关系证明表的问题解
决了，但被继承人周建某的母
亲吴老太今年 89 岁，行动不
便，并且不会写字。为了减少
不必要的麻烦，公证处工作人
员提前询问吴老太的基本情
况，将老人需要准备的证明材
料告知当事人，并让其提前准
备好老人的签名印章。

当所有公证手续办理完毕
后，吴老太对公证处的贴心服务
很感谢，便一手拉着公证员，一
手拉着孙子周某，喊大家一起拍
合影，用“全家福”记录下家人的
感激之情和公证处专业高效、热
情细心的服务。

赵春保

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7月25日，市
司法局组织工作人
员到驻漯某部队开
展“法律援助进军
营”活动。

赵云杰 摄

了解租赁法律关系

房屋租赁，承租
人和出租人之间建立
起租赁合同关系。一
般情况下，基于出租
方是否是房屋产权人
而区分为直接出租和
转租。其中，转租需
要经过在先出租方即
产权人的同意，否则
可能导致转租合同无
效；转租合同的租赁
期间，一般不应超过转租人
与上一手出租人的租赁合同
期限，否则超出部分同样可
能被认定为无效期间。

分清中介服务模式

毕业生租房时主要产生
两种房屋租赁模式：一是中
介公司居间介绍，在这种模
式下，中介公司所收取费用
仅是居间中介费用，承租人
和出租人之间直接成立租赁
合同关系，中介公司一般没
有保障双方租赁合同顺利履
行的义务，在双方签订租赁
合同后即退出。二是中介公
司大量承租房屋后，自身作
为出租方经营出租房屋，此
种模式下，中介实际处于转
租方的地位，以自己的名
义 与 承 租 人 建 立 租 赁 关
系，所收取的属转租的租
金。

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签署书面租赁合同并做
出详细约定，是防止纠纷或
在纠纷发生时明确各自权利
义务的重要保障。

签约时，出租方为产权
人的应检查房屋产权证，出
租方为转租人的应核对其与
产权人的租赁合同以及产权
人同意转租的证明。在合同
内容上，应在租赁合同上明
确以下主要情况：出租方、
租赁房屋具体地址、租赁期
间 （出租方系转租的，转租
期间不超过原出租期限）、月

租金金额、租金支付日期、
房屋维修义务方、是否同意
对房屋进行装饰装修等。

要有法律风险意识

租赁合同对租赁双方都
具有约束力，是纠纷发生时
评判双方对错的主要依据。
对此，毕业生应当具有法
律风险意识，认真按照所
签订的合同履行，避免因
缺乏法律意识而导致的违
约。

首先，按照合同约定的
时间支付相应的租金，避免
发生迟延给付租金的情况，
给出租方以违约解除的机会。

其次，租金应支付到合
同所明确写明的账户，合同
没有明确约定的，应当支付
给出租方本人的账户或交付
给出租方本人。尤其是出租
方是房屋中介企业的情况
下，务必要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到企业指定的账户，避免
交付给员工个人账户。

最后，要有一定的风险
意识，对租赁的相关费用往
来，租赁过程中的有关协
商、合同变更等相关事宜，
应保留好证据，防止出现纠
纷时难以证明事实维护权
益。例如，充分利用智能手
机的拍照等功能，在入住时
对承租房屋的状况、设备进
行拍照留存，能很好地预防
租赁期满时房屋交接方面的
纠纷发生。

据《北京日报》

毕业生租房如何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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