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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乡村振兴·法治
截 至 目 前 ，武 清 区 累 计 新 建 污 水 处 理 站
267 座 ，铺 设 DN200 管 径 管 网 1397 千 米 、
DN300 管径管网 378 千米，新建检查井 10.4 万
座 ，入 户 10.5 万 户 ，第 二 批 301 个 村 的 农 村 生
活污水全部做到集中收集、集中处理，并成立
了 日 常 维 护 管 理 运 营 机 构 ，做 到 安 全 高 效 管
护、长期运营。

村庄变花园 村民笑开颜
——武清区全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垃圾坑塘变公园 私搭乱建全拆除

武清区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力抓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环境卫生清整、厕所革
命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区第二批 301 个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经全部
实现集中收集、集中净化；村庄已经改建成水冲式厕所 11 万座，基本完成任务；拆除违章建筑
1.9 万余处，清理各类垃圾、
杂物 12 万余吨，河道沟渠完成清整工作，94 个村庄被评选为全域清
洁化优秀村庄。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兰立邦 吴奕君

推倒旱厕建水厕 干净卫生又便民
“一个土坑两块板，三尺砖墙围一圈。”
这曾
经是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农村旱厕的真
实写照。每到夏天，厕所里苍蝇蚊虫到处飞，遇
到下雨天更是污水横流，严重污染周边环境，村
民们都盼望着早日跟城里人一样用上水冲式厕
所，干净卫生还方便。
村“一肩挑”薄秋峰告诉记者，就在村民们
翘首以盼的时刻，从去年开始，武清区大力开展
“厕所革命”，昔日的“露天坑”逐渐被“水冲式”
所取代，全村共拆除室外户厕 40 余处，改造室
内户厕 515 座，户厕改造率达到 100%，配套新
建污水管道 10.5 千米、污水井 700 余个，提升改
造泵站 2 处、污水处理厂 1 座，日均可收集处理
污水约 150 吨。
“现如今，赶上党的好政策，在镇村干部的
带领下，我们修建了新式的水冲式厕所，家里老
人小孩用起来方便舒心，生活赶上城里人了！”
谈及厕所的改变，
村民陈淑君难掩激动之情。
为开展好厕所革命，武清区成立了“厕所革
命”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又成立区农村“厕所革

命”
工作专班，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工期，确保质
量；区农业农村委、区卫健委、区城管委等部门
分工协作，齐头并进。为给村民建好水冲式厕
所，武清区拿出配套资金，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其中对“五保户”每座最高补助 8400 元，其
中，市财政每座补助 2500 元，区财政按照实际
发生额进行补助。

污水全收集净化 村庄干净香味浓
走进大碱厂镇南辛庄赵艳秋家里，厨房水、
洗澡水、厕所水、洗衣服水，都已经全部排放到
村里安装的地下生活污水管里，然后在村里的
污水处理站得到集中处理。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津浩说，现
在全村家家户户都安装了水冲式厕所，并在厕
所里安装了淋浴间，一年四季都可以洗澡。过
去因为没有地下生活污水管网，家家户户洗衣
做饭、洗澡如厕产生的水无法自动排放，只能用
桶接着倒进沟渠里，不但污染环境，村民们还特
别不方便，因此有的人家冬天干脆就不洗澡
了。现在建了污水管网和处理站后，大家敞开
着用，城里上班的晚辈春节期间也乐意回老家

过春节了，原因之一就是洗澡很方便。
日前，记者来到该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这里
栽种着一大片红花绿草，俨然一座美丽的小花
园。走进处理站仔细观察，这里除了几个墨绿
色井盖外，看不到任何污水处理设施。施工建
设方——大禹节水集团农村环境公司技术员打
开了一个个井盖，只见生活污水正在地下的多
个处理池中翻滚着、流动着，最后变成了一池清
水，流向村中的小河。
公司负责人潘钰介绍，为了处理好全村生
活污水，他们先在村里铺设了集污管道，家家
户户的生活污水集中通过管道流到污水处理
站，他们接着采取了厌氧、好氧、膜处理综合技
术，最终使生活污水在这里全部得到净化，村
民们不再向沟渠排放一滴未经处理过的生活
污水。
李津浩告诉记者，这个污水处理站建得太
棒了，全村生活污水不但 全部得到了处理，9
家家庭香油厂也特别受益，因为他们清洗芝麻
的废水也通过管道流到处理站进行净化处理，
无需自己再安装设备净化，节省了人力物力。
现在，9 家香油厂满负荷加工生产优质香油，满
足市场需求，村中香味更浓了。

初秋时节，走进武清区大孟庄镇杨店村，整
个村庄街道非常宽阔整齐，两边红花绿草，令人
赞叹。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迎春告诉记
者，在市、区、镇大力帮助下，全村积极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党员干部一马当先，全体村民积
极参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在村庄东北侧有一个漂亮的健身公园，篮球
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10 多位村民正在这里健
身。村民李红双说，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垃圾坑，
周边村民都朝这里乱扔垃圾，夏天蚊虫飞舞、臭
气熏天，村民们都绕着走。2019 年，村党支部和
村委会把垃圾清运走了，又拉来新土进行填埋、
压实，铺上了防滑装置，安装了篮球架，还有很多
健身器材，这里就成了村民每天离不开的健身公
园了。
王迎春说，为了营造良好的村庄环境，按照
上级要求，他们又组织村民自己拆除违建，其中
包括临时停车场、车棚等，让道路变宽了、干净
了。现在大家走在村里的街道上特别开心，更是
乐坏了司机们，因为街道更通畅了。
为确保农村清洁化取得佳绩，武清区加大资
金投入。在镇街自筹资金持续开展“三清一改”
整治的基础上，武清区每年度安排 3132 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补贴镇街基础性工作经费，支持考
核奖励及示范村庄奖励，有效调动起村级党组织
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工作热情。2019 年，为决胜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区政府克服财政困
难，安排一次性补助资金 1.56 亿元，支持镇街彻
底扫清农村环境各类遗留问题。

乡间速递

“蓟州生活馆”22 日开馆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曾子益 湛阳）
日前，
“蓟州生活馆”电商平台商家入驻对接会
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渔阳酒业、绿色食品中
心、徐氏面粉等商家参会，
并与
“蓟州生活馆”
电
商平台签订了入驻协议。
“蓟州生活馆”电商平
台作为 2020 年“农民丰收节”
的蓟州主会场，将
于 22 日正式开馆。
为了帮助优质农产品生产龙头企业（合作
社）开拓线上销售渠道，
让蓟州农品卖到全国各
地，蓟州区融媒体中心举办了此次对接会，主旨
就是发挥融媒体力量，创新服务
“三农”
方式，助
力乡村振兴。这些入驻电商平台的优质农品包
括：
白酒、杂粮、面粉、果蔬、肉蛋等。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
催开“乡风文明”之花
本报讯（记者何会文 通讯员 郑鑫）日前，
宁河区委宣传部组织各街镇及 15 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试点村负责同志前往宝坻区，实地考
察学习文明实践站（所）建设经验。
参观人员先后来到宝坻区新开口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以及老庄子村文明实践站，听取
了相关负责人关于文化长廊、道德讲堂、文化
礼堂等文化活动阵地建设思路及作用的情况
介绍，富有特色的新 24 孝和各种文明创建及
志愿服务活动让大家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有了更深的认识。大家纷纷表示，将围绕借鉴
宝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建设好的经验
做法，提高站位、加强宣传、规范管理，为做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建设作出贡献。

市普外疑难危重病
会诊中心落户西青

乡村走笔

“菜篮子”
里装着大民生
■本报记者 王音
小小的菜市场，牵动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
关系着民计民生。作为全市最大的保障房片区，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自 2014 年启动入住以来，公租
房社区附近始终没有正规的菜市场，居民出门买
菜十分不便。日前，双青菜市场正式开张迎客。
这家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上下两层的现代化菜
市场，让周边盛福园、盛泰园、盛安园、盛康园 4 个
公租房社区的 10000 余户居民和荣溪园、荣悦园、
荣诚园等限价房社区的 5000 余户居民有了购物
好去处，
生活更加舒适便捷。
一进门，就能看见电子屏幕上滚动公布着各
个摊位抽检结果，市场两侧是熟食区，酱货、烤鸭、
卤肉等老百姓喜爱的美食一应俱全。别看这个菜

热典聚焦

市场面积不大，但分区合理、品种齐全。不仅有常见
的蔬菜、水果、副食、熟食，还有海鲜专区，二楼则是
正在筹建中的美食广场。
除了有物美价廉的好商品，菜市场内很多人性
化设施也让前来购物的居民倍感温馨。菜市场门口
整齐地施化出免费停车位；上下楼可乘电梯，专门为
残疾人士设计的出入坡道以及入口处设计了防风挡
雨的玻璃罩门。
“我们通过多种渠道保证一手货源，
给居民实惠的
价格。同时，
发放了10000张消费券，
通过社区居委会
发放到社区居民手中。开业一段时间以来，
每天保持
了6至8万元的销售额。
”
双青菜市场负责人刘帅说。
菜市场建设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确
保尽早交付使用，青（广）源街高度重视，待政策允许
后第一时间为菜市场办理装修复工手续。街里多次
协调解决菜市场建设面临的种种困难，并协助办理
各类手续。帮扶次数达 30 余次，有效推动了菜市场
的整体建设速度。

宁河区对口帮扶甘肃省榆中县建设的蔬菜生产基地，
所产蔬菜畅销市场，
带动
了区域经济增长和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刘玉祥 通讯员 田雨宸 摄

《民法典》

与法同行

典亮生活——法律人士教你如何正确“打开”
典
《民法典》：物业服务人催交物业费
从《以 家 人 之 名》看
郭明龙 王琳恵

杨爽
今夏热播剧《以家人之名》一开播就吸引了众多观众，剧情主要讲述了两个
单亲家庭爸爸带着三个小孩一起搭伙过日子，虽然没有血缘，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故事。
“总有一股莫名其妙乐观劲头”
的尖尖、
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凌霄和以上
李家户口本为终极目标的子秋在这个夏天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虽然剧终在子
秋母亲嫁给李海潮后，子秋终于得偿所愿名正言顺成为
“李家”
一分子，但没有法
律保护的“父子”关系也让子秋提心吊胆了十几年。根据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
尤其是在《民法典》施行之后，子秋的担忧是否能够解决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法律支持 张盈律师事务所

专家讲

不得采取自力救济

《民法典》后的收养制度
漫
画
孟
宪
东

法》相比还有哪些不同呢？根据《民法典》第
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
1098 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
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和
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
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
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
收养又称“抱养”
“领养”，是指将他人子女
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四）无不利于被收
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
收为自己子女的行为。从法律上，收养视同婚
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五）年满三十
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
周岁。”对于收养人，
《民法典》要求收养人不仅
理收养公证。
”
也就是说，未办理收养登记前，即
生子女的一种身份契约关系，是拟制血亲的亲
子关系借以发生的法定途径。建立收养法律关
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还增加了
“保护” 便李海潮抚养子秋十几年，双方并没有法律意
系，被收养人和收养人应当符合下列法定条
抚养人的能力要求；
其次，
增加了对收养人要求
义上的收养关系，当子秋的生父赵华光、生母贺
件。根据我国现行《收养法》第 4 条，
“下列不满 “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梅出现时，李海潮对于子秋还是个“外人”。如
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
（一）丧失父
的条件。这两点条件的增加，将更有利于对被
果李海潮与子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那么自
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收养人的保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犯罪行
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李海潮与子秋间的权利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收
为的人并非一律不得收养，但哪些犯罪属于
“不
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
养法》第 6 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需待下一
规定，子秋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
（一）无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步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明确。另外，
《民法典》
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
1102 条，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收养人与
《民法典》颁布后，对于收养登记还增加了
病；
（四）年满三十周岁。”
除此之外，
《收养法》对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
这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
收养人还有其他限制，比如收养人只能收养一
意味着，不仅单身男性收养女孩要有四十周岁
评估”
这一必要条件。收养评估是对收养人抚养
名子女；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
收养人与被
的年龄差，单身女性收养男孩，
也需要有四十周
教育被收养人能力的综合评定，
需确定科学的指
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等。
岁以上的年龄差。
标体系，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事实上，从
显然，如果根据《收养法》，李海潮在已经
2012 年民政部已开展收养评估试点工作。评估
李海潮收养子秋需要履行
有一名女儿李尖尖的情况下，是无法收养子秋
的内容包括收养人的收养动机、
经济状况、
婚姻状
的。那么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子秋能否被
况、
家庭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
学历学识、
品德品行
哪些手续？
李海潮收养呢？
《民法典》收养篇较之于《收养
等，
旨在更大限度地保护被收养人。
法》一点很大的变化就是收养人收养子女人数
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子秋的母亲贺梅
综合上述《民法典》收养篇较之于《收养法》
的变化。根据《民法典》第 1100 条第一款，
“无
离婚后，因生活困难无力抚养子秋，
将子秋放到
的变化主要在于，
一方面《民法典》放宽了收养条
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
相亲对象李海潮家中后一走了之，李海潮将子
件，
不仅删去了《收养法》中可收养的未成年人应
养 人 只 能 收 养 一 名 子 女 。”也 就 是 说 ，
《民 法
秋抚养至高中毕业。李海潮抚养子秋十几年， “不满 14 周岁”的限定，同时也明确有子女的收
是否成立收养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典》之后，在李海潮已经有尖尖一名女儿的情
养人符合条件的也可收养一名子女。另外一方
况下，如子秋符合被收养条件，他还可以再收
我国收养制度以“登记”为要件，收养关系
面增加了收养人应该“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
养子秋作为养子的。
当事人应当亲自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成立收养
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收养评估”
程序等，也更
那么《民法典》对于收养条件的规定与《收养
关系的登记手续。
《收养法》第 15 条规定，
“收养
加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李海潮与子秋的收养关系
能否成立？

本报讯（记者王音 ）日前，天津市普通外科
疑难危重病会诊中心落户位于西青区的天津
石氏医院。该中心建立汇集 80 余位我市普通
外科界临床医学专家的会诊平台，通过开展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普通外科疑难危重病
患者提供会诊服务，解决疑难问题。
据了解，天津市普通外科疑难危重病会诊
中心依托天津市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天津市中
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天津市医
师协会普通外科分会、天津市医师协会中西医
结合分会、天津市普通外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等人才、组织、权威性和影响力等资源优势，会
集天津市普外界的高端临床医学专家组成专
家库，天津石氏医院将提供远程医疗、培训中
心、资料储存等条件，建立患者会诊、就医的绿
色通道并提供优质服务。

上期说了物业服务不到位，
业主能否以此为
由拒交物业费，
业主是否享有对物业服务合同的
解除权问题，
这期请专家再来说说物业服务人能
否以停止供电、
供水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问题。
《民法典》合同编在第二十四章增加了物业
服务合同作为典型合同，此举有助于规制物业
服务乱象。针对实践中某些物业服务人为了催
交物业费而采取自力救济方式的问题，
《民法典》
第 944 条第二款和第三款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
采取停止供电、
供水、
供热、
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
业费。对于此两款规定，民众普遍肯定其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但也有民众担心，如果物业服务
人虽未采取停止供电、
供水、
供热、
供燃气方式催
交物业费，但采取限制门禁卡、业主车辆进出小
区或者停止其电梯使用等方式催交物业费时，
应当如何处理。其实，
结合《民法典》第 944 条第
二款、第三款进行解释，
民众所担心的以上不当
行为，
《民法典》也有关照。
确立物业服务人催交物业费只能采取“公
力救济”
的原则
在法治完善的国家，
权利之保护应当更多依
赖于国家公权力，公权力的出现及其运作，是国
家出现后限制
“丛林法则”
式私力救济的必然选
择。公力救济是指权利遭受侵害时，
权利人可以
请求国家以公权力排除侵害，
实现其权利。而私
力救济则是指权利受到侵害时，
权利人以自己的
力量排除侵害，
自行实现其权利。由于私力救济
固有的缺陷，
对他人的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或毁
损的行为极有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滋生纠纷，
因此，
“现代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权利

问

受损失衡时，
由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的转换，
公力救
济在很多领域都取代了私力救济”
。
《民法典》第 944 条第二款即贯彻了公力救济
优先的原则：
“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
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合
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
讼或者申请仲裁。
”
诉讼或者仲裁是现代文明国家
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主流渠道，明确采取诉讼或
仲裁实际是对自力救济的排除。
以例举方式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自力救
济方式
例举是一种立法技术，它是指通过举例将立
法需要规范的对象进行列举，为了避免列举不全
最后以
“等”
或者
“法律另有规定”
结尾，
形成
“列举
典型例子+概括式收尾”
的规范方式。
《民法典》第 944 条第三款即采取了例举的立
法技术，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四种方式作
为日常生活中物业服务人最经常运用的“常规武
器”
被明确禁止，
后面带着的
“等”
应当是指与以上
四种方式效果相当的其他行为方式，结合第二款
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规
定，若物业服务人通过限制门禁卡、业主车辆进出
小区或者停止其电梯使用等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
方式催交物业费，也应当为法律所禁止。
由此看来，第二款和第三款不能孤立理解，
物业服务人催交物业费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催
告+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必须采取公力救济
不得诉诸自力救济。
郭明龙系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市
法学会民法学分会秘书长

典

《民法典》实施后，公证遗嘱还具备优先效力吗？
刘女士来电咨询，由于母亲年事已高，父亲
去世后，多年来母亲都与自己同住由其照顾，现
母亲考虑明年元旦过后立一份遗嘱，在去世后
将其名下的房产和车辆都留给刘女士，刘女士
还有一位姐姐和两位哥哥，刘女士想知道母亲
如果到公证处立这份遗嘱是不是
效力会更高？
王政佼律师解答：
刘 女 士 咨 询的 问 题 涉 及 的
是遗嘱的优先效力问题。需要

特别提醒的是，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民
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而是明确规定，如果立有数份遗嘱，且内容相抵
触的，应当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因此，如果刘女
士母亲准备在 2021 年元旦之后订立遗嘱，只要
符合订立遗嘱的要件遗嘱就有效，即使去公证处
订立了遗嘱，如果之后刘女士的母亲又订立了多
份与该遗嘱内容相抵触的遗嘱，而且这些遗嘱都
有效的话，届时也应当以形成时间在最后的一份
遗嘱为准。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王政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