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15日，张阿姨看到北塘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带着拆卸

机器进入了自家小区。该大队出动百

余人员、大型器械设备和多辆运输车

对“融公馆”品御名邸和尚御名邸两个

小区涉及的占压燃气管线违建进行了

统一拆除。违建业主虽然很“心疼”自

己的小房，但他们也明白自己的违建

不仅违法，还严重影响了整个小区居

民的生活。至此该小区拆违工作加快

了解决因违建迟迟不通燃气的问题。

到去年12月24日前，该大队对这

两个小区所涉及的9户煤气占压违建

进行了全部拆除，彻底解决了居民重

点关注的安全隐患。

随着违建被陆续拆除，今年1月，物

业公司在小区贴出了通燃气的注意事

项。2月5日，小区物业以及燃气公司工

作人员来到品御名邸、尚御名邸、尊御

名邸三个小区，为居民进行燃气点火调

试。当日，张阿姨家终于用上了燃气。

截至昨天上午，已有百余户居民

可正常使用燃气，且符合开通燃气条

件的居民都将在春节前用上燃气。

“融公馆”物业负责人周经理告诉

记者，由于尊御名邸小区今年 1 月刚

入住，有不少业主没有进行装修，因此

对于没有装修、燃气渗漏以及敞开式

厨房等不具备燃气开通条件的业主，

将在整改完成后进行点火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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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生”来新区
迎新年 话家常

老王拿着已过世妻子名下的存单去银行取钱，被告知需要去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小
齐去提取已去世丈夫的住房公积金，被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去公证处办
理继承权公证；老谢生前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人寿保险，小谢去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时被告知
由于老谢没有明确指定保险受益人，所有继承人需要去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

从前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繁琐”，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法
规的日益完善，公民合法权益受到更加有效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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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解读复杂的遗产继承关系 办理出生公证时应注意的事项
（1）当事人办理出生公证，应向

其住所地或出生地的涉外公证处

申请。已在国外的当事人，应向其

在华最后住所地公证处提出申请。

（2）公证书中的当事人姓名要

真实，有特殊要求的，必须认真审查

核实后再予证明。当事人的姓名一

律采用简化字。在外文译文中，要

使用汉语拼音。为便于当事人使用

公证书，对有曾用名的，经有效证

明，应在公证书上同时证明。

（3）公证书中当事人的出生日

期，是公证证明的核心内容之一，

务必准确、真实，并有确凿的证

据。出生日期以身份证为准，没有

身份证以户籍证明或出生证明为

准，无上述证明，参照其他证明（如

档案、护照等），一律采用公历，公

证当事人另有要求的，可在括号内

注明农历出生日期。

（4）公证书中当事人的出生地点

应明确、具体，地名应写全称。出生地

址应写到市、县，根据使用地（国家）要

求，也可写到乡、村或城镇街道。如果

当事人出生时的地名已改变，应在现

在地名后括号内，写明原地名全称。

（5）出生证明当事人父母要写明

生父母的姓名。如父母死亡的，当事

人可申请加括号注明；如当事人已被

他人收养，应注明养父母姓名；对非

婚生子女的出生公证书，可以根据当

事人的要求，不写生父姓名。

（6）当事人所提供身份证与境外

证件上（如护照、通行证等）日期不一

致，而提出更改的，如确属原发证机关

工作失误造成不一致，当事人需到发

证机关要求更正，然后给予公证。如

公证当事人当时为了出国而谎报年

龄，查清楚后应按真实年龄给予公证。

（7）已在国外的当事人申请办

理出生公证书，公证处经调查，未找

到任何线索的，可为当事人出具"查

无档案记载公证书"。在美国等国

家，此公证书可作为次要证据使用。

（8）公证处只能为在我国出生

的我国自然人或外国人办理出生

公证书。在国外出生的人，如需要

此类证明的，应在当地有关机关取

得出生证明。

（9）公证机构也可以根据当事

人或使用地的要求，直接对于内容

完整有效的天津地区医疗机构出

具的出生证给予公证。

（10）非天津户籍申请办理出生

公证，还需要提交其他资料，请向

公证员咨询。

继承权误区之一：
想继承的遗产范围有误

案例1：一日，小王拿着父亲名

下的存折，来到公证处要求办理继承

权公证。据小王所说，小王的父亲已

经去世三年了，工作人员发现存折中

显示的交易时间就在前几天，询问小

王后得知原来这钱是小王不小心把

自己的钱存到了父亲的存折里，于是

就拿不出来了。

案例2：老李的妻子刚过世没几

个月，社保的工作人员通知他去银

行领丧葬费、抚恤金，银行不予办

理，于是老李找到公证处要求办理

继承权公证。

案例3：老赵的丈夫老朱已于

两年前过世，老赵夫妻婚后购置一

房屋登记在老朱的名下，现在老赵

想把整套房子通过继承权公证过户

给他们唯一的儿子。

公证提示：案例1、2中所谓的财产

并不属于死者的遗产范畴，因此均不能

办理继承权公证。案例3中，房屋的一

半产权是老朱的遗产，公证处只能办理

老朱的遗产继承权公证，属于老赵的另

一半产权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

过户给儿子。当事人首先要明确所要

申办的财产标的是否确系死者的遗产，

以免浪费大量时间准备不必要的材料。

继承权误区之二：
继承人范围有误

案例4：老吴的丈夫老李去世

了，老吴想把老李名下的房子过户到

儿子的名下，当公证人员询问老李的

父母、子女情况时，老吴表示这是自

己盖的房子，和公婆有什么关系，还

表示自己的女儿们都已经嫁出去几

十年了，这房子和她们也没有关系。

案例5：小何的父亲老何刚去世

不久，老何的父母都先于老何过世，

但老何生前有多次婚姻关系，据小何

说，第一次是丧偶，留下了自己这一

个孩子，第二次婚姻的女方李阿姨也

是二婚，她是离婚后和老何再婚的，

婚后俩人还生了个孩子小兰，李阿姨

与其前夫的孩子A随李阿姨、老何共

同生活多年，李阿姨于十多年前去

世，第三次是现在的妻子吴阿姨，对

方是初婚，俩人没有孩子。老何在第

三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买了房子，现

在刚过世不久，小何觉得继承人只有

自己、小兰和吴阿姨。

案例6：某村的老周今年已经

九十五岁了，村委没有和老周签订

过任何协议。前不久老周去世了，

一直是一个人生活，父母很早就亡

故了，只有老周一个孩子，老周因为

身体残疾也没有结过婚，更没有一

儿半女，现在钱取不出来，村委会派

人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公证提示：案例4中，老李的父

母、配偶、子女都是老李的继承人，

女儿并不因为外嫁就丧失继承权。

案例 5 中，若 A 与老何形成了扶养

关系，亦享有继承权。案例6中，若

该村与老周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

处理；没有扶养协议的，死者有遗嘱

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

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本案

中，没有继承人可以申请，但该村委

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对于继

承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当事

人可以要求公证人员先帮忙理清法

律关系，切莫盲目排除继承人。

继承权误区之三：
转继承、代位继承弄混淆

案例7：小谢的爷爷去世两年

了，奶奶去世二十几年，共有六个子

女，奶奶去世后，爷爷没有再婚，在自

己名下存了一笔钱，小谢在咨询办理

继承权公证的过程中说起自己的二

叔十年前就出车祸去世了，二叔有一

个孩子甲，小谢以为办理继承权公证

时只要在世的五个子女到场就行了。

案例8：小贤想办理父亲名下房

产的继承权公证，小贤的父亲去年去

世，爷爷二十年前去世，奶奶今年去

世，小贤以为由于爷爷奶奶都已过

世，只要自己和母亲到场办理即可。

公证提示：案例7是一个代位继

承案例，小谢的二叔有权继承小谢爷

爷的遗产份额由甲代位继承，也应该

到场办理继承权公证。案例8是一

个既有转继承又有代位继承的案例，

由于小贤的奶奶没有表示放弃继承，

其继承小贤父亲遗产的权利转移给

她的合法继承人。故小贤的奶奶的

合法继承人均应到场办理。

当继承开始后，若由于各种原

因不能及时办理继承权公证的，建

议想要表示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

可以先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

证，防止之后手续繁琐。【辑：楚轩】

时报讯（记者 许卉）男卫生间的指示牌子

上画的怎么是女性标识？日前，有网友发现，向

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间标识有误，并将

图片上传到网络，引起市民关注。目前，该卫生

服务中心已将闹乌龙的标识及时进行了更换。

9日，网友“酷爱数码居士”在个人微博上

传了一张在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拍摄的照

片，照片内容是写有“男卫生间”的标识牌子，

但是“男卫生间”这四个字旁边画的却是女卫

生间的标识，一时间引发了网友议论。

12日，记者走访了该卫生服务中心，看到

图片中闹乌龙的卫生间标识牌已不见了，楼内

所有卫生间的标识已经更换成正确的标识

牌。记者询问现场工作人员得知，此前大家确

实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直到有网友发现后

拍了照片才知道。在得知此事后，楼内的卫生

间标识进行了及时的更换，如今已全部换成正

确的了，打消了市民的误解。

卫生间标识闹乌龙
到底是男还是女？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刮风时，每次路过

这里都是漫天的扬沙。”日前，家住大港地区的

王女士致电本报称，古林街马棚口村有多处非

法堆沙点，并私装地磅，甚至用土将地磅掩埋，

伺机进行非法堆沙经营。

随后，记者来到马鹏口村的一处码头，沿

着小道往里走时，一处处两三米高的沙堆逐渐

显露出来。有些沙堆被透明塑料薄膜覆盖，有

些则直接裸露在外，由于没有防尘措施，一阵

风吹来，细沙漫天飞舞。

记者联系到了古林街执法大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执法队员在此前巡查中已发现该情况，

并立即进行了调查，确定地磅所有人，也进行了

约谈，要求其立即拆除地磅。然而，期限到了，

沙场仍未整改。最终，执法大队决定对这些非

法堆沙点的地磅进行强制拆除。截至记者发稿

前，古林街综合执法大队已联合边防派出所、治

超办对马棚口3台非法堆沙点地磅进行了拆除。

私自安装地磅卖沙
非法堆沙点被拆除

时报讯（记者 许卉 摄影报道）10 日，开

发区慈善协会邀请6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

“珍珠生”来到开发区，与新区爱心人士一起包

饺子话家常，共迎新年。

记者了解到，新华爱心基金会的“捡回珍

珠计划”始于2004年，“捡回珍珠”就是资助品

学特优、家庭特困的学生高中三年学习生活。

开发区慈善协会于2014年与“捡回珍珠计划”

项目合作，通过慈善篮球赛筹集善款，参与和

资助“珍珠高中生”，目前资助的学生分布在河

北唐山、青海都兰、新疆乌鲁木齐等地。

■ 时报记者 张玮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随着燃气炉燃起火苗，2
月5日下午，家住北塘品御名
邸小区的张桂芝阿姨满面笑
容地说：“终于能用煤气了，这
个春节我家的饭好弄了！真
是感谢街道、居委会和物业，
他们这段时间太辛苦啦！”张
阿姨告诉记者，该小区自
2016年夏天“交钥匙”后，她
就从杭州道老房子搬进了新
居，可是却发现小区迟迟不通
燃气，“天天用电磁炉凑合，真
别扭！”这一凑合就是近两年
的时间。而让张阿姨没想到
的是，自己不能用燃气竟是几
个邻居“私搭乱建”惹的祸。

昨日，记者来到北塘“融
公馆”品御名邸、尚御名邸、尊
御名邸三个小区采访了解到，
经过多方努力，违建日前全被
拆除，这里居住的300余户居
民终于可用煤气做饭了。

通气
据了解，自从品御名邸、尚御名

邸两个小区 2016 年 7 月入住以来，

因为个别业主在院子里私搭乱建占

压燃气管道导致两个小区迟迟不能

开通燃气，并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

患，也给小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

便。一方面是居民用不上燃气多有

抱怨，一方面私搭乱建的几个业主

“振振有词”：“在我们自己家的院子

里盖小房，凭什么给我拆了！谁赔

我损失？”

北塘街综合执法大队对北塘区域

进行摸底调查发现，该社区煤气管道

占压、私搭乱盖特别严重。为维护安

全稳定，北塘街道办事处立即发布通

告，坚决遏制私搭乱盖，违建必须拆。

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里，北塘街道工作

人员直接入户走访，给私搭乱建的业

主挨个儿做工作。

“我们和综合执法等部门的工作

人员都不知道被人家业主赶出来多少

次，有的甚至对我们破口大骂，但违建

关系到居民生活安全问题，我们只能

反复入户做工作。”融创君澜社区居委

会主任于和虹告诉记者，那几个月大

伙加班加点，几乎没人休息过一整天，

后来入户的次数多了，和一些业主渐

渐熟悉了起来，再给他们讲道理，一些

业主慢慢地也就想通了。

终于 了

占压燃气管道的违建拆除了“融公馆”仨小区启动燃气点火调试

入入住一年多
！

业主违建占压燃气管道

被赶被骂
反复入户沟通

解
决

9户违建全部拆除

起
因

查看燃气管道查看燃气管道

入户调试燃气入户调试燃气

昨晚，滨海新区全警联动，开展

包括查酒驾在内的交通违法行为整

治行动，为春节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昨晚 7 点，交管部门设置夜检点

位 16 个，出动警力 173 人，巡查车 32

部。交警联合特警、治安民警等多警

种对车辆进行逐一拦检，为广大新区

市民创造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截至记者发稿时，查处各类违法

行为151起，酒驾12起。交警提示，春

节临近，聚会增多，广大市民须谨记

喝酒不开车，珍爱自己和他人生命财

产安全。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移动雷达“盯”超速
从今年1月开始，交管部门在滨海新区范围内的主

要道路设立测速点位，采取移动式雷达测速装置，对超

速车辆进行24小时不定时抓拍。据悉，此次集中整治行

动以港城大道、中央大道、海滨高速延长线等道路为重

点，科学选择移动测速点位，开展移动测速工作，严厉打

击超速违法行为，为春运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何沛霖

集中夜查“治”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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