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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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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夫夫欠欠债债，，妻妻子子婚婚前前财财产产遭遭扣扣押押
个人财产可被强制执行偿还婚姻存续期间债务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慧庆 贾玉梅

妻子婚前有辆越野车，丈夫
婚后欠了债务，由于债务是用于
家庭开支，因此虽然是婚前财产，
越野车也应该被扣押。

原告张强(化名)从事运输行
业，被告刘利(化名)从事建筑工程
行业，张强多次向刘利供应河沙，
双方结算时，刘利尚欠张强河沙
款一万四千余元。随后，刘利给张
强写了一份欠条,落款时间是2013

年11月。
刘利一直迟迟未还款，张强

多次找到刘利进行协商，无果后，
张强向日照市岚山区法院起诉，
2013年12月4日法院判决张强胜
诉。该案随后进入执行程序。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经岚山
区法院执行法官调查，刘利有一
辆越野车，法院随即启动财产查
控措施，将该车辆进行扣押，刘利
辩称该车辆系其妻婚前分期付款
购买，属其妻婚前个人财产，法院
无权扣押，执行法官立即去银行

调取该车辆还款记录及车管所的
车辆信息，并将该车辆进行查封，
被执行人之妻随后提出执行异
议。

法院查明，该车辆系被执行
人妻子婚前个人所买，但两人结
婚登记日期是2013年3月，被执行
人刘利向申请人张强出具的欠条
时间是2013年11月，被执行人也承
认从事建筑工程行业是为家庭生
计，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所欠债务
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
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执行法官向
被执行人反复做思想工作并讲解
相关法律法规又找出相关案例对
被执行人进行教育告知其拒不执
行的严重后果，被执行人最终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借到全部执行
款交齐。2014年6月15日，该案顺利
执结，车辆解除查封。

【法官说法】
婚前个人财产可以被强制执

行用以偿还夫妻另一方在婚姻存

续期间发生的债务。《婚姻法》第
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
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
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婚姻法解释(二)》规定：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
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本案中刘利的债务发生在婚
姻存续期间，虽然该债务系刘利以
个人名义所负，但并不影响该债务
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因其未能
证明债权人付某与其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也未从约定夫妻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办案法官介
绍，所以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本案中
刘利之妻的个人财产。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王晓 苏瑞)

偶然的一次电视报道，让两
名男子瞅准了销售餐巾纸的
市场商机，然而，他们没有通
过正规途径推销，而是冒充执
法人员，走上了招摇撞骗的道
路，最终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分
别判处两人管制两年，并将伪
造的假印章予以没收。

刘明和陈勇(均系化名)是
自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工作
后，两人又到了同一个工厂上
班。然而，几年前工厂破产，两
人下岗，无奈之下，只得自己
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

2013年10月的一天，刘明
在家看电视时，无意中看到
生活帮上在播放关于劣质餐
巾纸的报道，由于自己曾短
暂的干过饭店生意，头脑机
敏的他立刻嗅到一丝商机。
第二天，他便到附近饭店了
解盒装一次性餐巾纸的市场
行情，很快，刘明发现，目前
大部分餐饮场所都无餐巾纸
供货商，只有个别饭店是自
己找人加工。刘明觉得给小
饭 店 提 供 餐 巾 纸 是 个 好 门
路，就立刻联系了好哥们陈
勇，两人一拍即合。

几天后，两人在日照南郊

附近找到了一家生产餐饮用
盒装餐巾纸的工厂，并索要了
样品拿到几个饭店推销，没想
到几乎所有饭店都不买账。哥
俩觉得，不买账无非是对自己
的不信任，如果打着执法人员
的名义推销的话，可信度高并
且有威慑力，对方一定会接
受。

随后，两人各凑了4000

元到该造纸厂以每盒0 . 8元的
价格订购了一万盒餐巾纸。刘
明在淘宝上购买了一套卫生
部门制服，并从网上搜索了一
份关于加强餐饮业一次性餐
巾纸管理使用的文件。陈勇找
人制作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假印章，盖到假公文上。
随后，两人就以执法人员名义
到市内小餐馆下发文件并要
求订购餐巾纸，没想到在送纸
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4年5月12日，东港法
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法院认
为，被告人刘明、陈勇冒充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
侵犯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
正常活动，二人行为均构成
招摇撞骗罪。最终，法院以招
摇撞骗罪分别判处刘克明、
陈加勇管制两年，并将伪造
的假印章予以没收。

冒充执法人员推销餐巾纸

两男子均被判管制两年

用用假假身身份份证证登登记记结结婚婚，，婚婚姻姻有有效效吗吗
【读者咨询】
我与妻子结婚4年了，是经人

介绍认识的。当时她是我父母看
中的，我们之间感情很淡，婚后经
常吵闹。当时去登记时，我妻子才
19周岁，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她父母瞒报年龄，给她弄了个假
身份证。我们的婚姻有效吗？

【律师解答】
你们之间的婚姻应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三)不违反法律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下
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的民事
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
约束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你们
提供虚假身份信息骗取结婚登记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及上述规定，是一种违法
行为，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该
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丁汇武，
山 东兆利
律 师事务
所律师，擅
长金融、房
地 产等方
面 法律业
务，担任多
家 企事业
法律顾问

律/师/简/介

播种良好习惯 涵养博雅少年
——— 日照市文登路小学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报道

日照市文登路小学始终把培养学
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作为学校工作的重
要内容，教育引导学生从点滴小事做
起，学会坐立行走、学会文明礼仪、学
会读书写字、学会强身健体、学会探究
思考、学会做人做事；关注细节，着力
培养学生良好的大课间活动习惯、艺
术展演习惯、读书写字习惯、坐立行习
惯、文明礼仪习惯、兴趣特长能力等，
逐步实现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为学
生的健康成长奠基。

在具体工作中，做到：
一、内化于心，播种良好习惯。
学校制定行为习惯养成校本课程

《成长加油站》；完善习惯养成教育机
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环境育人
效能。

二、外化于行，养成良好习惯。
成立学生良好习惯“红领巾监督

岗”；开展“好习惯伴我成长”系列活
动，包括：坐立行习惯；文明礼仪习惯；
读书写字习惯；课间活动习惯。

三、知行合一，收获良好习惯。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须遵循“从

他律到自律”这一规则，让学生言行一
致，春风化雨般的顺其自然，从而收获
好习惯。

随着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不断深
入，漫步校园，有许许多多的精彩让人
赞叹。

塑造良好行为习惯，已经产生了
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升华为一种
向上的力量、进取的源泉。

(校办)

为了促进全体教师不断夯实和提
高自身的基本教学技能，努力打造出
一支教学基本功过硬的教师队伍，更
好的承办中央教科所的“十二五”课题
现场会，本学期，日照市文登路小学掀
起了教师大练基本功的热潮。教师基
本功训练主要分教师课堂语言、教师
书写、教师多媒体运用、学生课堂语言
等板块，体现在普通话、钢笔字、毛笔
字、粉笔字、电脑实用技术五个方面。
活动本着“日常训练、集中展示、以赛
促练、过程管理、综合评价”的原则，从

方案制定、计划传达、组织落实、阶段
检测、评比达标、表彰奖励等方面做了
周密的安排。伴随各项基本功训练的
深入开展，广大教师自觉地将基本功
训练的热情和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结
合起来、与自身的发展成长结合起来、
与“数字化校园建设”所带来的教学手
段和办学理念的革新结合起来、与学
校“品牌办学”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以实际行动促进文登路小学的长远发
展。

(校办)

日照市文登路小学

开展“教师大练基本功”活动系列报道

近日，日照港股份一公司开展质量
管理体系内审工作，内审通过交谈、查阅
文件、各项工作记录检查等方式，查找出
各班组在体系运行和文件执行方面存在

的不符合项并加以纠正整改，以促进班
组质量管理体系与日常设备管理工作的
有机结合，提升班组管理水平。

(装卸设备队 刘言春)

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内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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