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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叶文婷

本报讯 前段时间，萧山警方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曾经打击过一批表面上
以小区服务队为名，背地里垄断小区建材
经营，对外来施工人员进行恐吓阻挠，威
胁业主强买强卖的黑恶势力团伙。

但最近，瓜沥派出所查处的一起案件
中，情况发生了“反转”，小区服务队成了
受害者，而敲诈他们的竟是小区业主代
表。

小区服务队被业主敲诈？
民警深入小区明察暗访

在瓜沥，有一个去年刚交付的小区，
档次在当地算得上数一数二。

小区物业通过招投标引进了一家小
区物业服务队。但是这家服务队进驻没
多久，负责人就找社区民警沈立荣诉苦，
称他们被业主敲诈勒索，已经待不下去
了，但在进驻小区时交了押金，没办法直
接退出。

小区服务队被业主敲诈？虽然有点
不可思议，但在接到民警汇报后，瓜沥派
出所依旧十分重视，副所长徐校锋立即带
领民警单杨涛、沈立荣到小区进行暗访摸
底。

经查，被举报的业主姓袁（化姓），刚
过而立之年。因为小区是去年刚交付的，
还没有成立业委会。而袁某喜欢“维权”，
经常起到一个“带头大哥”的作用，所以他
被推荐为小区业主的领军人物。

民警在暗访中发现，袁某曾经两次
“约谈”小区服务队，一次在饭馆，另一次
在茶馆。

其间，袁某威胁小区服务队，要么撤
出小区，要么上交保护费。

要么撤出小区，要么上交保护费

“模范业主”背后竟干如此勾当

在邻居们眼中，袁某是“模范业主”，
但随着民警调查的深入，发现他却在背地
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在跟小区服务队“约谈”的过程中，袁
某“亮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并直接将
折叠刀拍在桌上，还脱去衣服露出肚子上
的伤疤，吓唬对方。

因为小区物业服务队进驻该小区时，
缴纳了一笔不小的押金，退出小区的话要
拿回押金比较困难。

在袁某的百般滋扰下，小区服务队负
责人被迫答应给予袁某保护费3万元、无
偿提供袁某装修所需的黄沙、水泥、砖块
等装修材料和敲墙、清运建筑垃圾等人工
服务。

瓜沥派出所经过多方调查，在基本
查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收集了大量证
据后，于3月4日晚，将嫌疑人袁某抓获

归案。
一开始，袁某还辩称这钱是对方自愿

给的，是他给对方介绍生意的介绍费，但
在铁一般的事实证据面前，袁某不得不低
头承认自己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目前，嫌疑人袁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这位人高马大，小区业主眼中的

“维权明星”“带头大哥”，在办案区里痛哭
流涕，悔不当初。

警方提醒：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无论是什么人，何种身份，只要涉黑涉
恶，萧山公安都将一查到底，坚决打击绝
不手软。

身边有扫黑除恶的线索
请积极举报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场较
量是长期的。为守护一方平安，让百姓拥
有更多的安全获得感，萧山公安迎难而
上，打击锋芒对准重点领域黑恶势力和重
特大黑恶案件，继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

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有力维护了全区社会治安平稳，让萧
山百姓有了更多的安全获得感。

凡跟黑恶势力有关的，请群众积极向
公安机关举报，查证属实的，萧山警方将
依法给予奖励。同时，公安机关对举报人
采取严格的保密和保护措施。

萧山区线索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110，

0571-82628702。
（二）微信举报：“萧山公安”微信公众

号（xsga110）——市民举报平台。
（三）来信地址：杭州市萧山区晨晖路

1399 号区公安分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
公室。

（四）来访地址：杭州市萧山区晨晖路
1399号公安分局北门信访接待室。

（五）来访接待日：国家法定工作日，
上午8：30-11：30，下午2：00-5：30。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法

男女双方在初步确定婚姻意向后，男
方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即通常所称的

“彩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但很多
时候，这种习俗并不牢靠，因“彩礼”引发
的纠纷时有发生。萧山法院瓜沥法庭近
日就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彩礼”的纠纷。

订婚同居后闹分手 男方要求返还彩礼

2015年6月，远在西藏服役的小罗和
家住萧山的小林通过网络相识。指间传
情，很快双方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2017年4月初，小罗休假来到小林家
中商讨订婚事宜，小林答应待小罗退役归
来，二人就结婚共同生活。于是，小罗父
亲经多方筹措资金，按照小林家的要求送
上彩礼钱100088元，双方正式订婚。

同年12月，因考虑到结婚成家的事
情，小罗选择了退役。退役后，小罗来到
萧山，和小林以夫妻名义共同租房居住。
不久后，小罗与小林因琐事发生争执，小
罗一气之下回到了江山老家；小林也不再
理会小罗，并电话告知罗父两人已经分手
了，要求罗父告知其银行账户退还5万
元。

小罗父亲误以为，小情侣吵架过两天
会好，故而未予接受小林提出的退回5万
元的请求。后得知小罗与小林结婚无望，
罗家多次要求林家退还彩礼钱未果。去
年上半年，罗家父子起诉到法院，要求小
林返还彩礼100088元。

法庭上小林辩称，小罗父亲所汇款项
100088元并不全是彩礼钱，部分用于小
罗到萧山租房后的房屋租金、装潢费、生

活费等各项支出。其次，小罗与自己之间
并不仅仅是一纸婚约的关系，双方长期同
居，已达成了事实婚姻。并且双方感情良
好，是因为罗家父母的过分介入才导致两
人发生了矛盾，最终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因此小林表示不愿意返还彩礼钱。

法院经审理认为，婚约财产纠纷案
件一般以男女双方为诉讼当事人。鉴于
本案彩礼给付人系男方当事人小罗的父
亲，故小罗父子均应为本案适格主体。
小罗与小林确立恋爱关系后，罗父向小
林给付一定金额的彩礼，但小罗与小林
因故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小林向小罗
一方收取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双方
自2013年开始恋爱已有三年之久，并以
未婚夫妻身份回家探亲，在一定范围内
产生了社会影响。且双方还曾有短暂共
同居住的经历。关于小林主张案涉
100088 元包含房屋租金、装潢费、生活
费等辩称，由于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
证明，理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对其该辩
称不予采信。

综上，法院酌情判令小林返还彩礼
90088元。

以下三种情况 可酌情确定返还数额

关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
人的父母能否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
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
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
产。

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
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

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
礼诉讼的当事人。

在诉讼中，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
诉，如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
时，法院不予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
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
是如此，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
当的。

关于彩礼纠纷的问题，结婚不成的是
否应当返还？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
目的而给付的，在法律上是一种以结婚为
成就条件的赠与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
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一方按照农村习俗给付另一方彩礼，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收取彩礼一
方应当予以返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
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
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具
体返还的数额。

法官提醒：男女双方订立婚约，是以
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早期古代
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
姻”。发展到近现代的婚约，与前一种已
经有所不同。它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
通常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全凭双方自觉
履行。然而，这没什么约束力的婚约也不
能当成儿戏，更应当珍惜彼此、全心对待，
不要轻易缔约，更不要轻易放弃。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韩英华

本报讯 每到岁末年初，区司法局都
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行
动”。到2月底，2018-2019年度讨薪行动
温情收官，该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在近3个月的行动期间，区法律援助
中心共受理讨薪案件221件，涉及薪资金
额550余万元；全区21家司法所联动开展
讨薪工作，共调处民工讨薪案件20余起，
讨回薪资高达4600余万元,未发生因欠薪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让农民工感受到法治
温暖。

举措一：进村入企
引导农民工理性反映利益诉求

去年年底，区法援中心联合各司法
所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工地”“送
法进村（社区）”活动，同时在企业、车站、
工地、劳动力市场等农民工集中场所悬
挂横幅、发放折页宣传资料，设点提供免
费法律咨询。活动期间，共发放各类法
律援助宣传资料 3500余份。区法援中
心还在“12·4”国家宪法日当天，联合靖

江司法所开展法治宣传暨法律援助便民
服务活动，重点对农民工讨薪维权进行
了全方位宣传。

此外，在区内各主流媒体公布区法援
中心及21个司法所咨询电话，将法律援助
的基本内容、受案范围、受理条件、申请程
序、联系方式等公之于众，跟踪报道活动
开展情况，积极引导用人单位履行法律责
任，自觉规范用工行为和工资支付行为，
引导农民工理性反映利益诉求，采取法律
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举措二：“12348”专线咨询
引导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区法援中心充分发挥“12348”专线作
用，每日安排值班律师接待讨薪来电来访
工作，及时为前来咨询的农民工提供专业
细致的咨询服务，有序引导农民工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权益、解决纠纷。

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2015年
起承建进化一小学的校舍建设工程，后因
该公司未能按期偿还第三人到期债务，公
司账户被法院冻结，尚有80余名农民工约
四百万工资款未支付。2月1日起，陆续有

班组长、农民工代表到进化镇人民政府要
求处理此事。该镇主要领导及时组织镇
村建办、经发办、综治办和司法所介入处
置，通过与法院协商沟通，终于在农历年
二十九下午将375万元工资发放到农民工
手中，确保他们安心过年。

专项行动期间，“12348”法律咨询专
线（含镇街）共接受农民工讨薪相关来电
咨询280人次，接待农民工讨薪相关来访
咨询310人次，充分发挥了法律指引、释疑
解惑、化解矛盾、法治宣传的功能。

举措三：简化程序
畅通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去年12月，30余名农民工赶到区劳
动监察大队投诉，要求某房产项目单位立
即支付工资。

区法援中心获悉后立即指派专职法
律援助律师王德峰赶往劳动监察大队。
王律师在收集完整的身份信息和欠薪证
据后，第一时间代为办理了法律援助的初
审、审批、指派等一系列手续。不到一个
月时间，通过法院调解，为30余名农民工
在春节前讨回了劳动报酬54万余元。

专项行动期间，区法援中心对农民工
讨薪申请法律援助简化程序，快速办理。
只要提供真实准确的身份信息和欠薪证
据，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即可得到法律
援助；经过司法所初审的案件，由司法所
工作人员代为送法律援助中心审批，无需
当事人本人到场；案件送达法律援助中心
后，若材料齐全，现场完成案件的审批、指
派；当事人还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有经验
的律师作为承办律师。该中心尽可能地
简化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对
该类案件申请实行“零门槛、零等待”，使

“绿色通道”更加顺畅。

举措四：诉调结合 调解优先
提高效率快速实现诉求

北干街道某安置房项目由深圳某建
筑有限公司总包，其中的电梯前室精装修
工程分包给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具体施
工由3名包工头带领135名农民工进行施
工。去年9月工程竣工后，由于浙江某建
设公司及其负责人孙某欠有巨额外债，不
肯配合深圳公司及3名包工头处理农民工
工资事宜，导致135名农民工迟迟未能拿

到工资。
春节前，3名包工头及20余名民工代

表到北干街道信访，要求帮助解决此事。
北干司法所与街道工作人员了解后得知3
名包工头属于浙江某建设公司人员，他们
曾多次到深圳公司协商此事，但对方称按
合同规定相关款项必须汇入浙江公司账
户，而不能直接发给3个包工头及农民
工。但孙某却一直不接电话。

于是工作人员将该情况反映给了区
劳动监察大队，经过半个月的持续跟进，
通过多种途径，终于在今年1日26日找到
了浙江公司负责人孙某。经过各单位通
力合作，终于达成付款协议，成功将783万
余元工资发放到农民工手中，有效维护了
他们的合法权益。

专项行动期间，调解优先原则始终
贯穿着法律援助全过程。易调则调、能
诉快诉，对涉案金额小、缺乏相关证据的
欠薪纠纷，尽可能通过诉前调解、诉调对
接等非诉讼方式化解，快速实现诉求。
对于复杂的案件，在调解的基础上，结合
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维权，及时实现农
民工诉求。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司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社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效果，近日，区司法局组织社区
服刑人员到凤凰坞革命烈士墓、萧山人民卫士纪念馆、衙前李成虎墓等地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开展集中劳动。在各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社区服刑人员听取
了革命烈士、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介绍，并在革命烈士墓碑、铜像前进行默哀和
反思。随后，社区服刑人员认真打扫场地卫生，美化周边环境，用实际行动表达
对革命烈士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之情。参加集中活动的社区服刑人员表示，要认
真反省自身，自觉服从监管，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

扫黑除恶
在行动在行动

扫黑除恶，萧山公安在行动

剧情“大反转”萧山一业主敲诈小区服务队被抓

区司法局“农民工讨薪专项行动”交出亮眼“成绩单”
帮助农民工讨回薪资5100余万元

100088元的彩礼还了90088元

订婚后又分手 三种情况应退还“彩礼”
区司法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
参加革命传统教育和社区服务

图为河上镇社区服刑人员在凤凰坞革命烈士陵园清扫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