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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 日，原告杨某将

位于某地的房屋以 57 万元的价格

出售给被告韩某（女）、陈某（男），

该二人系夫妻关系。约定分期付

款，签订协议时被告先付 10 万元，

其 余 47 万 元 按 每 月 7800 余 元 还

付，至 2019 年 6 月 1 日付清 47 万元

房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杨某即刻将

房屋及相关的手续交给了被告韩

某和陈某。截至 2018 年 6 月 12 日，

被告共支付给原告购房款 32 万元，

尚欠 25 万元。于是，原告杨某于

2019 年 3 月底向法院起诉，要求判

令两名被告共同支付房款 25 万元

及利息。

被告韩某却辩称，其与陈某已

于2018年10月16日协议离婚，离婚

协议中约定，涉案房屋的剩余款项

由陈某偿还，且房子现在实际由陈

某的母亲何某居住，故其没有支付

的义务，不同意支付。

那么，本案中，杨某该如何维护

权益呢？韩某的抗辩又能否成立

呢？记者邀请到天津敬科律师事务

所的田野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区法院执行团队
异地扣押3辆车

田野律师为大家解释道，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规

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

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

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夫

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

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

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夫妻双方离婚时对夫妻共同债

务的约定，在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但

是对债权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夫妻双方不

因离婚而免除对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的

连带清偿责任。

该案中，被告陈某、韩某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共同购房，尚欠杨某购房款25万

元，显然该笔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两名

被告离婚时约定，欠杨某的25万元以及其

它债务由男方陈某偿还。被告陈某、韩某

在离婚时，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约定，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

护。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该约定仅在

两名被告之间有效，两名被告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仍有共同承担清

偿的法律义务。因此，最终人民法院审理

判决，被告陈某、韩某给付原告杨某剩余

购房款25万元及逾期利息。 延勇

近日，为推动落实《天津市关于推动国家

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

意见》，进一步增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提

高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

力，滨海新区不断创新普法形式，充分发挥庭

审普法职能，开展多种形式以案释法活动。

“线上”活动齐参与
滨海新区把旁听庭审与行政应诉工作及

疫情防控工作有机结合，通过中国庭审公开

网，利用现场直播庭审的形式，选取并发布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审理的天津某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诉某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害

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1600 余名国

家工作人员观看。

法官针对案件内容开展以案释法，提醒大家

随意转载或公开发布他人的网络作品存在侵权

风险，网络的参与者和使用者应当加强对相关法

律的学习和了解，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线下”活动感受真
滨海新区司法局联合区委党校对各单位

领导班子和各开发区中层干部开展法治宣传

现场教学，选取行政诉讼案件进行模拟开庭，

把庭审现场变成法治教育的课堂，增强了执法

人员在执法办案工作中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

和法治意识，进一步促进规范执法。

活动后，主审法官将此案件进行了简单梳

理，进一步分析案件，将涉及的法律法规等知识

进行了重点辅导，学员代表畅谈了观后体会。

媒体宣传覆盖广
滨海新区司法局通过滨海电视台滨海法

治栏目、《滨城时报》法治滨海版面以及滨海

司法微信公众号，选取典型的案例进行释法

宣传。同时，征集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向公众

发布。 延勇 摄影报道

近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团

队前往北京成功扣押被执行人名下被

查封的3辆车，充分保障了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

该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立案执行后，法院依法进行“四查”，

发现被执行人除名下车辆外，未有其

它可供执行财产。根据申请人提供

的线索，定位到被执行人名下车辆，

执行团队精细谋划、制定方案并迅速

行动，奔赴北京。当天10:30 到达北京

市朝阳区，先后在两个小区发现被查

封的两辆车。两辆车长期停放在小

区内，但无法联系到被执行人，执行法

官与申请人提前联系好了叉车和拖车

公司，在 14:00 左右，两辆汽车及时得

到控制。

随后，执行团队趁热打铁立刻赶赴

下一现场。到达现场后，发现车辆已被

开走。法官根据线索迅速追赶、逐区排

除，最终精准定位，于19:00左右将第三

辆车控制。法官在向被执行人出示证

件及法律文书后，耐心释法说理，告知

其该车已被法院依法查封及阻碍执行

的法律后果，被执行人主动配合完成了

车辆扣押工作。

22:00 左右，执行团队成功完成所

有车辆的扣押，并连夜将涉案车辆拖运

至法院。据介绍，涉案的3辆汽车将依

法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延勇 摄影报道

日前，北塘街道泰达御海社区联合社

区民警、辖区物业公司责任人组成专项检

查组，开展电动车乱停放、违规充电整治专

项行动。

检查组对电动车集中停放区域进行检

查，重点整治了电动车进楼入户、人车同

屋、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让辖区居民及时

了解电动车安全防范相关知识，提高自我

防范能力。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印贴了一批责令

整改通知书，在停放楼道内的电动车逐一

贴上了整改通知，并且入户走访了有电动

车的居民，告知大家尽量不在个人住房内

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确需停放和

充电的，应当停放在小区内指定位置，防止

发生火灾。随后，检查组还对辖区消防设

施进行了排查。

据介绍，泰达御海社区将继续开展电

动车安全检查一系列工作，深入排查各类

场所电动车违规充电停放等隐患。 延勇

泰达御海社区开展专项行动
对电动车违规充电说“不” 给力

创新普法形式 发挥庭审普法职能

新区开展多种形式以案释法活动

模拟庭审现场模拟庭审现场

离婚夫妻约定一方还债
债权人应该让谁还钱？

“生命渠”滋润心田

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林州，山多水

少，缺水是千百年来最深、最痛的记忆。

在县志上，“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

眼频现。

缺水久矣，盼水心切。尽管人们曾经

努力，但缺水历史并没有终结，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还有人因打翻水桶而自责上

吊。31 岁的县委书记杨贵站了出来，多

方考察后，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县引浊漳

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杨贵不

仅面临工程技术上的考验，还面临政治前

途上的风险。

“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这

样我们的乌纱帽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了

灾害，遭殃的是人民群众。”掷地有声的话

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

为民修渠，赢得百姓的支持与拥护。

县委征求意见时，林县百姓说：“国家没

钱，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这是祖祖辈

辈的大事。”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

毡。高山为我放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

红旗漫卷太行，人人斗志昂扬。上无寸物

可攀，下无片地可立，人们腰系缆绳，飞荡

峡谷开山炸石；物资短缺，农民自带工具

干粮，自制炸药石灰。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10 万建设大

军苦干10年，硬是用双手“抠”出一道长

1500 公里、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的

生命长渠。吃水问题得以解决，数十万

亩耕地得到灌溉，一泓清水流进百姓的

心田。

“幸福渠”催人奋进

林州人骨子里是不甘落后的，红旗渠

让他们的脊梁挺得更直。

当年修渠，有一首为小推车所作的

歌：“山里人生性犟，后面来的要往前面

放。”意思是大家一起推车，歇脚时，走在

后面的人一定要把车放到前面才停下来。

修渠 10 年，一种逆流而上啃下硬骨

头的劲头，融入了人们的血脉。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红旗渠全面建

成。那是1969年7月，刚结束十年奋战的

人们豪气干云。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太

行山石般的坚硬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 16 岁就外出打

工。他吃苦耐劳，勤学好问，19岁时成了

瓦工班长；21 岁，当上管理工人的工长；

26 岁，他成立建筑公司独当一面。2012

年，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泉湖景

区，开始新的奋斗。张益智的经历是千千

万万林州人的缩影——

上世纪 60 年代“战太行”，人们用双

手挖出千里生命渠；

上世纪80年代“出太行”，10万大军

在全国打响建筑金字招牌；

上世纪 90 年代“富太行”，带着赚回

的第一桶金，林州人回家建厂开工，富裕

家乡；

新世纪里“美太行”，林州转变发展思

路，走向低碳环保经济。

今天，林州打赢脱贫攻坚的硬仗，实

现全面小康的梦想，走上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新征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今，林州

百姓已不再为饮水而担忧，中国人民已不

再为温饱而发愁，但默默流淌在太行山上

的“幸福渠”，将一直见证中华儿女团结奋

斗、追求幸福的努力。

“精神渠”永不断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很多到过

红旗渠的人说，最难

忘的是水中闪闪发亮的精神。

曾经，修渠人把生命与水渠融为一

体；如今，每个人用自己的拼搏抒写新的

故事。

2013 年，55 岁的王生有面临一个选

择。担任盘龙山村党支部书记 20 多年

的大哥王自有，在为村里修路奔波的途

中突发心梗病逝，村里的“天”塌了。王

生有常年在外做生意，因车祸失去一条

手臂。乡亲们想让事业有成的他回村接

任村支书。

回，还是不回？作为党员的王生有，

扛起了全村人的期盼。经过多方奔走和

努力，他带领乡亲们将坑洼不平的土路变

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并继续绿化荒山，种

植花椒、核桃、中药材，不仅使特色产业更

红火，也为发展旅游打下基础。

时光荏苒。从空中俯瞰，盘龙山村蜿

蜒的山路如一条长龙，与远山间缓缓流淌

的红旗渠遥相呼应。这是跨越半个世纪

的沧桑变化，也是共产党员的初心见证。

一切为民者，民则向往之。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红旗渠，

既是历史的答案，也是时代的航标。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韩朝阳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红旗渠精神述评

时报讯（记者 刘芸）“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多亏了党的领导！”11月14日，在茶淀街道七星里

社区党员活动室里，老党员聚在一起，在社区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网络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互相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七星里社区党委

创新学习教育形式，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一间闲置房屋，以“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为

主题打造了“红色小屋”。小屋墙上粘贴了党员

们学习的心得体会手稿，展示架上陈列着党员

自发从家中拿来的学习书籍和物件，“榜样的力

量”专栏里悬挂着社区内老模范的照片和事迹

解说，“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专栏展示了社区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各项成果。

社区党委以“红色小屋”为主阵地，开展每

周自学、集体学、会前学、每月集中学、党支部

专题学、领导干部讲党课“辅导学”、每季度定

期分析研讨学、交流体会学、基地实践学，通过

“九学”模式深化社区党员对“四史”的理解认

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它不仅是该社区党史

学习教育的宣传阵地，更是党员群众践行初

心、增强斗志的“加油站”。

时报讯（记者 张宇靖）近日，新村街道民

主街社区工作人员和滨海新区燃气公司的工

作人员来到民安里小区5栋与14栋之间，一起

协商如何改造两栋楼间的燃气管道。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民主街社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听民意、解民忧，着力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据了解，民安里小区5栋与14

栋之间围墙上的燃气管道过低，路过的轻型货

车转弯时，不慎碰到墙角的管道。为避免造成

其它安全事故，民主街社区党委积极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与滨海新区燃气公司管网部门开展

共建，拆除了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管道，

并为居民进行了燃气改造。

同时，附近居民也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

这两栋楼之间的围墙影响着过往车辆的行车

视线，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针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民主街社区党委及时列出优化服务清单，

拆除了两栋楼间的围墙并安装了栅栏，消除了

过往车辆的视觉盲点，提高了安全指数。

“红色小屋”成为主阵地
社区党员有了“加油站”

消除安全隐患
帮群众解难题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
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今
林州市）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历时十
年，绝壁穿石，挖渠千里，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精神之旗插在太行山巅。

红旗渠在太行山上蜿蜒流淌至
今，它是滋润百姓的“生命渠”，是
催人奋进的“幸福渠”，更是永不断
流的“精神渠”。

红旗渠分水闸红旗渠分水闸 游客在河南林州红旗渠纪念馆参观游客在河南林州红旗渠纪念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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