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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法制周报记者 庹妮妮
通讯员 余虹 李俊剑

高高兴兴地到房地产公司交剩
余的房款， 却被告知早在半年前已
经办理了退房退款手续， 这让衡阳
市民肖某很诧异。

是谁退走了肖某8万元的购房
款？原来，罪魁祸首正是当初买房的
介绍人颜某。

近日，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检察
院以诈骗罪对颜某提起了公诉。蒸
湘区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该案，近
期即将宣判。

委托购房却为自己埋
下祸根

据检察院工作人员介绍，3年多
前，肖某在颜某的介绍下，在衡阳某
房地产公司购买了一套安置房。

“当时，肖某交纳了8万元的前
期购房款。”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房
地产公司出具了8万元的收款收据，
双方还签订了购房合同， 约定剩余
的购房款以后再交。

出于感谢， 肖某给了颜某3000
元的介绍费。 为方便颜某以后帮忙
代办购房手续， 肖某给了颜某一张
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

用身份证复印件强占房款
然而，让肖某没有想到的是，正

是他的这张身份证复印件， 给自己
带来了大麻烦。

2014年9月，生意失败，资金紧
张的颜某，打起了肖某8万元购房款
的主意。

9月23日，颜某带着肖某的身份
证复印件， 谎称肖某在外地生了重
病、 亟须用钱、 购房款的收据丢失
等，委托他前来办理退房退款。

因当初肖某买房是颜某介绍
的，对于颜某的说辞，房地产公司信
以为真，于是办理了退房退款手续，
并将8万元汇至了颜某提供的银行

账户内。
更不可思议的是， 颜某还在房

地产公司的要求下， 手写了一份证
明收据遗失作废的声明。

东窗事发后颜某“消失”
拿到肖某的8万元购房款后，颜

某迅速将钱用于投资， 可惜血本无
归， 也一直未将退款一事告知肖某。
直至2015年3月， 肖某到房地产公司
准备交纳剩余房款时才发现，颜某早
在半年前已经办理了退房退款手续。

“肖某当即找到颜某，要求其归
还8万元，颜某虽满口答应，却以各
种理由拒绝还款。”上述检察院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颜某甚至还更换了
联系方式。

2015年10月， 肖某将房地产公
司告上法庭。2016年5月， 衡阳市蒸
湘区人民法院判决， 房地产公司返
还肖某购房款8万元。同年7月18日，
房地产公司返还肖某购房款8万元，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今年3月10日，公安机关在广州
南站将准备进站乘车的颜某抓获。
一周后， 颜某的亲属代其退还了赃
款，并取得房地产公司的谅解。

检察官说法：涉案3方
均要担责

颜某以隐瞒真相、 虚构事实的
手段，欺骗了房地产公司，致使房地
产自愿处分了8万元的购房款，将其
退还给了颜某，其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颜
某的行为导致房地产公司违反了与
肖某的合同义务， 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造成了该公司的经济损失。

在本案中，除了颜某的犯罪行为
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外，房地产
公司本身也存在核实不严的疏忽大
意，肖某将身份证复印件随意交给他
人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检察官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要妥
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不要随意交给他人， 需要出示身份
证办理的业务最好自己亲自办理。
如确有需要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交
给相关机构或个人代办的事宜，可
以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仅用于办
理何种业务， 以免给自己带来经济
上的损失甚至法律上的风险。

问： 我和男友交往不到一年，
因为他很多毛病我实在无法忍受，
跟他提出分手，但是他要求我给他
20万的分手费，我不同意，他说不
给钱就将我的一些裸照和视频发
到网上。我没办法，已经给了他1万
多元，可是他非得要20万才同意分
手，我该怎么办？

法律专家回复： 恋爱是一种
自愿性行为， 分手费没有任何法
律依据， 你男友这种以发裸照威
胁分手费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
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

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强行索
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敲诈勒索的
行为只有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
勒索时，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解
释，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两千
元至五千元以上、 三万元至十万
元以上、 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
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你
男友的这种要求已经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 你应该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警求助，而不是一味妥协让步。

问：我加了个微信群，群主经
常上传淫秽视频、色情图片，群友
们积极关注，到处分享，还在群里
热烈讨论， 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入
群，请问群主这种行为犯罪吗？

法律专家回复：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针对这种利用互联网或者移
动通讯终端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
行为， 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不
管是否以牟利目的，传播淫秽物品
达到一定数量或者点击量、下载量

超过相关标准的都可能构成犯罪。
您应该提醒群主，利用微信群传播
淫秽视频20部并且牟利的、 传播
淫秽视频40部非牟利的及传播淫
秽图片、文章、短信达到200条等
行为，均构成犯罪。情节严重的，最
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另外，也同时提醒微信群主
们在群管理时也要留神，即使自己
不发， 但放任微信群成员传播淫
秽，群主也将被同罪处置。

以发裸照威胁索要分手费该怎么办

问： 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双
方都选择私了，是否只要就赔偿问
题谈个价钱， 不需要有其他程序？
还有，私了时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
自己的权益？

法律专家回复： 当事人自行协
商处理交通事故， 应当按以下步骤
处理：1.查看财产损失情况。2.协商
交通事故事实及成因，签订“事故事

实”协议。3.拍照或标划位置后撤离
现场。4.保险报案、协商赔偿事宜，
签订书面赔偿协议。此外，如果发现
伤者伤势较重一定不要选择私了，
要及时报案。协商私了后，双方要签
署《交通事故私了协议书》，其中包
括双方当事人信息，事故描述，事故
处理方法、 检查结果以及赔偿金额
等信息，签字按手印，各持一份。

交通事故协商私了应该怎么办

微信群转发淫秽图片
和视频犯罪吗

身份证复印件交他人埋祸端 代理人擅自退房退款涉嫌诈骗

8万元购房款“消失”背后
� �■相关新闻

购房爽约要担责
中介告买家胜诉
法制周报讯 （通讯员 彭晴雅）买

家要购买中介挂牌出让的住房， 并签
订了合同，但在未告知中介的情况下，
私自与卖家达成了购房交易，此时，合
同中的中介机构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近日，岳阳市平江县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居间合同纠纷。

市民李某欲购买一套住房， 遂向
某中介服务部进行咨询， 后看中在此
中介挂牌出售的一套住房， 与该服务
部签订了 《房屋中介费协议书 》。服务
部随即带李某至委托人房屋所有人位
于平江县某小区实地看房。一个月后，
李某在未告知中介服务部的情况下 ，
私自与房屋所有人达成购房交易 。中
介服务部得知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李某支付中介服务违约金8760元。

庭审时，原告表示，根据《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
同，签字或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
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
立 。”原告与被告李某签订 《买房中介
费协议书 》后 ，带其至实地看房 ，已经
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 双方签
订的合同合法有效。

对于原告是否造成损失， 被告应
否承担违约责任这一争议焦点， 法院
认为，双方在签订合同后，李某通过看
房及了解委托人房屋相关信息后 ，
“跳”过原告与房屋所有人直接签订购
房合同，并办理了过户与契税手续。而
根据原被告此前签订的合同约定 ，中
介服务部可获 “房产成交总价的百分
之二（买方1%、卖方1%）服务报酬”，实
际上没有获取， 给原告造成了可得利
益损失是事实，李某明显构成违约，依
法应承担违约责任。 依据该房屋在税
务部门的契税基价349,142元， 综合考
虑原告的预期利益及被告过错责任 ，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李某支付原告某
中介服务部违约金4538.85元。

法律咨询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11月6日， 茶陵县下东街道办
事处，当来自株洲市天元区委的巡
察组长沈铁波和几位村民“密谈”
时，距离10公里远的枣市镇，另一
位来自醴陵市委的巡察组长欧阳
向辉，和两位同事正挨家挨户调查
情况。

当天， 正值株洲市第三轮巡察
启动一个星期。 跟过去不同的是，
第三轮巡察将全面覆盖扶贫领域。

为助力脱贫攻坚， 株洲今年来
在巡察工作中突出市县一体化、县
市区交叉巡察，取得良好成效。

“将扶贫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既
瞪大眼睛在资金账簿中发现问题，
又挽起裤脚到田间地头去收集问
题 ， 重点发现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赖
馨正说。

火力瞄准扶贫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
政治巡视， 坚持发现问题、 形成震
慑不动摇，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
的监督网。”

巡察作为巡视向基层的延伸和
补充， 对于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
后一公里”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来，株洲已顺利完成了
前两轮市县两级巡察，并取得初
步成效 。

今年7月初，中央纪委召开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电视电话会议
后， 株洲反应迅速， 及时将会议精
神落地落实。

株洲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前两轮的市县两级巡察中， 株洲
市共巡察了79个党组织，开展个别
谈话4154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电
来访651人次， 下发立行立改建议
119份，提出意见建议516条 ，发现
问题线索639条 ，立案228件，处分
126人，移送司法5人。其中，涉及扶
贫领域的立案190件， 处分155人，
通报曝光271人， 以精准监督护航
精准扶贫，形成有力震慑。

目前，第三轮巡察已于10月24
日全面启动。全市37个巡察组采取
“一托二”或“一对一”的方式分别
对有扶贫开发工作任务的市直8个
部门和33个乡镇进行巡察，对茶陵
县和炎陵县两个国家级贫困县有扶
贫开发任务的27个乡镇实行巡察
全覆盖。

异地交叉巡察发力

相比以往， 第三轮被巡察单位
“麻雀”更小，需要采取的措施也要
求更加精细和可量化。

为排除人情等因素干扰， 株洲
市委创造性地制定了《关于实行县
市区异地交叉巡察的办法》， 确立
了“三个回避”的原则。即：县市区
委巡察组不巡察本县市区单位党组
织； 县市区主要负责人现任职和曾
任职的县市区相互实行回避； 非专
职巡察组组长不巡察本人现任职务
的相同单位。

株洲市委巡察办主任蒋羽翔介
绍， 异地交叉很好地减轻了“人情
包袱”，巡察组能够轻装上阵、心无
旁骛， 主动发现一些积压的问题线
索。

这种经验， 得益于前两轮巡察
中的具体发现。

今年， 炎陵县委第二巡察组对
攸县商务旅游和粮食局进行巡察
时， 发现其所属粮库党员王某、罗
某曾分别因吸毒和赌博被公安机关
处罚 ， 但没有给予相应的纪律处
分 。 巡察组立即报攸县县委巡察
办， 将问题线索移交县纪委。 县纪
委核实后分别给予两人留党察看一
年和党内警告处分。

一轮巡察下来，大家发现，实行
异地交叉巡察的办法后， 发现线索
的数量是之前的2.1倍。

除了“交叉 ”，还要“联动”。通
过市县两级联动， 株洲发现了一批
套取新农合补偿款、 截留退耕还林
补偿款、 截留挪用民政资金和侵占
集体资金等问题。 为了保证巡察成
果， 巡察机构与纪检监察机关无缝
对接， 与反腐败协调成员单位信息
共享， 与扶贫攻坚责任单位整体联
动，实现“一体化”运作。

在该市市委第二轮巡察中，巡
察组抽查了商务和粮食局系统对中
央、 省和市三级专项资金的使用情
况。结果，发现省财政厅2014年下
达该市的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专项
资金存在截留挪用现象。 随即，各
巡察组对所有县市区的该专项资金
拨付、 使用情况进行深挖细查，并
将情况上报市委巡察办汇总后形成
专门报告。 目前， 已将问题线索移
交至相关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处理。

后备干部参加巡察

今年50岁的沈铁辉参加过第
二轮巡察。 这次， 他和另外有过巡
察经历的工作人员一起， 从株洲市
巡察人员资料库里被挑选出来，参
加第三轮巡察。

对他来说， 扶贫领域此前没有
接触过， 很多工作方法需要学习。
此前， 他还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
市扶贫办授课的培训班。

与沈铁辉位于同一组， 且同天
接到组织“调派”任务的，还有株洲
市后备干部张楠。

张楠原本在株洲市天元区人大
联工委工作， 被抽调至第三轮巡察
工作小组后， 才得知自己是后备干
部。组织的“用心良苦”，让她备受
感动和振奋。张楠说：“将不辜负组
织信任，扎实做好巡察工作，及时、
准确地发现问题，反馈问题。”

在巡察中选用“后备干部”，是
株洲的创新之一。 株洲市委制定出
台后备干部参加巡察工作办法，明
确规定： 所有市委管理的后备干部
原则上应当参加一轮以上的巡察工
作， 县市区后备干部参加巡察工作
参照市委《办法》执行。

目前， 该市已确定44名参加第
三轮巡察工作的后备干部， 其中市
委管理的后备干部10名、县市区委
管理的后备干部34名。

“参加巡察工作的后备干部与
原单位工作脱钩， 其工作表现情况
将纳入个人档案， 并作为干部选拔
任用重要参考， 充分发挥巡察机构
锻炼培养干部的‘大熔炉’作用。”
赖馨正说。

参加第三轮巡察的市管后备干
部、 市食品药品监督局稽查支队支
队长郑达智表示 ：“在了解巡察工
作、 受到思想教育的同时， 我也深
深理解了党中央为什么如此高度重
视全面从严治党。 今后， 我会充分
用好巡察这把利剑， 拉长耳朵，瞪
大眼睛， 发现问题， 为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助力。”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通讯
员 邓崛峰 记者 左丹）今天下午，
湖南高校第一家针对移动互联网
人才培养、产业高端对接专门成立
的移动互联网学院在长沙理工大
学成立。

长沙理工大学移动互联网学院
根据新工科建设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需要， 依托该校计算机与通信工程
学院、 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智能处
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教育卡应用
大数据湖南省工程技术中心技术优
势及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基地
优势， 创建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新中
心及人才培训基地， 聚焦移动互联

网应用研究、产业研究、创新应用开
发、行业应用推广及应用人才培养。

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叶泽教
授表示，移动互联网学院希望与国
内外优秀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机
制，充分挖掘和整合长沙理工大学
在交通、电力、水利等行业的数据
资源，加强与湖南省地方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对接，为我省
移动互联网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授牌仪式上，湖南省教育厅领
导以及10家国内外一流互联网企
业专家对该学院前期建设进展、下
一步建设方案以及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方案等事宜展开了研讨。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杨莎莎）11月15日，湖
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广东中山
市照明灯饰制造业协会及该协会
旗下8家企业签订“校行企”合作协
议， 并为该协会旗下的4家企业授
牌“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
训就业基地”，开启了“校行企”订
单培养新模式———“学校+行业协
会+X家企业”，行业协会将旗下企
业群的人才需求整体打包，交由学
校实现人才培养输送。

根据协议，双方将联合进行商
务贸易类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共
同建设商务贸易类实习实训基地、

共建产教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开展
订单班人才培养和外向型人才培
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校企
合作模式， 对于构建地方支持、核
心产品与技术“取长补短、优势互
补”的企业群，推动地方产业集群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湖南工业职院副校长董建国
表示， 学校今后将依托这一模式，
积极主动对接服务于长株潭衡“中
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群的
行业协会， 通过与行业协会的合
作， 进一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产
业发展动态、 企业发展需求等，更
好地服务我省经济发展需求。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为贯彻落实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全国第六次对口援疆工作会议
精神，发挥湖南省职业教育资源的带
动作用，11月14日下午， 湖南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对口援助吐鲁番职业技
术学院设备捐赠仪式在该院举行，首

批援助20万元汽车专业实训设备。
吐鲁番职院负责人表示，汽车专

业发展快速， 新疆的人才需求量大，
这批汽车发动机实训设备将大大改
善吐鲁番职院汽车专业的教学条件。
湖南机电职院党委书记成立平介绍，
该院还将派一批专业骨干教师到吐

鲁番职院帮助培训师资、开展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实训场地建设等，也会
接收吐鲁番职院的教师来院系统培
训，提升教科研能力。

据了解， 吐鲁番市是湖南省落实
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对
口援助地区，自“2015-2017年对口援

助协议”实施后，湖南省教育厅遴选了
10所优质高职院校指导、 协助吐鲁番
职院的创建， 填补了吐鲁番职业教育
的空白。 近日， 湖南省教育厅启动
“2018-2020年院校联专业”对口精准
援助，共有长沙师范学院、湖南机电职
院等11所高校签订协议， 对口援助12
个重点专业的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等， 力争将吐鲁番职业技术学
院建设成新疆一流的职业院校。

挽起裤脚，走到田间地头
———看株洲巡察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我省对口援助吐鲁番职院建设

湖南首家移动互联网学院成立

开启“校行企”合作新模式

长沙规范标志标线
11月16日下午，长沙市湘江中路，施工人员在重新施划分交通标线。

最近，长沙公安交警启动城市道路交通“四治四规”行动，其中，治理不合
理标志标线、规范道路交通语言是重要内容之一。据交警部门摸排，长沙
城区有500余处不合理的交通标志标线。目前，正对其进行分批次、分路
段整改。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