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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北辰
建设法治北辰实现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

文明清明寄托哀思
让祭扫有温度有情怀

北辰警方雷霆出击

两个半小时抓获自行车盗贼
本报讯（通讯员 宋致强）本市一

名男子无固定工作，平日里以盗窃得
来的自行车转卖为生。前不久，该男
子再次作案，刚刚盗窃得手一辆自行
车还未来得及出手，便被北辰警方抓
获归案。

3月22日13时，公安北辰分局宜
兴埠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自己停放
在地铁站出口的自行车被盗。接报警
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工作，经过串并
最近几起自行车被盗案件，很快锁定

了嫌疑人李某的住处。当日下午15
时30分，民警果断出击，在嫌疑人李
某的住处将其抓获归案，并在屋内查
获上午刚刚被盗的自行车及大量自行
车零件和作案工具。

经调查，李某（男，52岁，本市人）
曾有过多次盗窃前科，据其交代，他一
般选择到地铁站周边寻找作案目标，
得手后经过简单的改装便迅速出手转
卖。李某对其盗窃多辆自行车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讯（通讯员 赵溪）“通过警示
教育和安全生产知识技能培训，进一步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提高安全生产
人防、技防、物防科技管控水平。”区应
急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说。日前，北辰
区召开仓储物流企业（场所）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推动会，全区各镇街、开
发区相关负责同志及60家重点仓储物
流企业负责人参加。

此次会议采取警示教育和总结通
报相结合的方式。会上播放了天津港
“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警示教
育片，通报了滨海新区中外运久凌“10·
28”重大火灾事故情况；邀请市级安全
专家作仓储物流安全生产专项培训；总
结通报了2020年仓储物流企业（场所）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并从企业摸
排、消防评估、监督检查、处罚问责、宣
传培训五个方面，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指导相关单位进一步
夯实安全生产责任，时刻紧绷安全弦，
做到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切实织密“平
安网”、筑牢“防火墙”。

全市仓储物流企业（场所）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区应急局严
格落实“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
和“四铁”“六个必”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定期深入一线督导推动，及时反馈
整改。组织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出动执
法检查组779个，检查各类仓储企业
（场所）1033家次。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企业依法立案处罚，对相关企业负责人
进行警示约谈。联合消防部门成立督
导检查组开展第一轮联合督导检查，发
现隐患问题第一时间督促整改，并约谈
企业负责人，通过公开曝光、持续暗查
推动全区严格执法、严厉查处，确保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退役军人祭英烈
缅怀追思铸忠魂

青（广）源街组织退役军人开展“‘守
护·2021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烈士墓
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各社区设分会场
同步网上祭扫。活动现场，大家聆听登
高英雄杨连弟的英勇事迹，感悟革命先
烈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不移的革
命信念，并面对大屏幕上的杨连弟纪念
碑肃立默哀、敬献鲜花。随后共同观看
“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及英烈陈红
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的英勇事迹，
决心做赓续优良传统的排头兵，用实干
实绩来告慰烈士英灵，续写报国新篇。

天穆镇组织退役军人到天津市烈士
陵园开展祭扫活动。现场退役军人代表
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面对
党旗、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大家共
同参观烈士纪念馆，追忆峥嵘岁月，缅怀

革命英烈。随后全体退役军人来到无名
烈士墓，敬献鲜花表达敬意，擦拭墓碑寄
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英烈为榜
样，牢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树爱国之
情，立报国之志，为北辰的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贡献力量。

悼念革命先辈
红色永远传承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作
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从
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勤奋学习，为祖
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参加清
明祭英烈活动的学生们纷纷表示。

4月1日，苍园小学联合果园里社
区开展的“祭先烈 敬先烈 忆先人”清
明节文明共祭活动，带领学生了解英雄
事迹，缅怀先烈，感知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

现场学生和社区居民一起手持鲜
花、默哀追思，缅怀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
的革命烈士，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的悼
念和崇高的敬意。

倡导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

“用鲜花取代烧纸、焚香，既祭奠逝
去的亲人，又能保护环境。这种文明绿
色的祭祀方式现在越来越受到社区居民
的认可。”清明节期间，集贤里社区居民
以天堂寄语墙、写思念卡片等方式，表达
对已故亲人的追思。

集贤里街道多举措全力保障文明、
环保节日环境，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单
页、推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广泛宣传文
明祭扫新风，引导群众采取鲜花祭奠、网
络祭扫等文明祭祀新方式，倡导移风易
俗，形成人人知晓文明祭扫、处处倡导文
明祭扫的良好舆论氛围。

踏着英雄足迹
全力做好服务

“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走一会儿路
腿脚就不太舒服，多亏了这个便民服务
岗，让我能坐着休息会儿，喝杯热茶。”这
个清明节，到天津市第一殡仪馆参加祭扫
活动的群众纷纷对设置在门口移动警务
车旁的便民服务岗竖起大拇指。

考虑到参加清明祭扫的老年群众居
多，公安北辰分局特警支队队员们按照
“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 服务大民生”
的原则，将局党委“四情”群众工作法落
到实处，在殡仪馆移动警务车旁设立为
期15天的“便民服务岗”，为祭扫群众提
供马扎休息及热饮服务，切实让居民感
受到便利和温暖。与此同时，民警指挥
交通、疏导人群、道路指引，紧张有序工
作，全力保障祭扫活动平稳进行。

通讯员 霍思宇 袁巍 魏铭珺 刘颖

今年清明节，北辰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系列活动，积
极推广通过敬献鲜花、网上祭奠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缅怀逝者、
纪念先烈、表达哀思，引导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与此同时，各
相关部门进一步创新、细化便民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
质量更有温度的祭扫服务，让绿色文明祭扫蔚然成风。

小陈在市区购买了一处172平方米
的房屋，总价243万元，按揭付款，房屋
权属为小陈单独所有。随后的几年中，
小陈的父母老陈夫妇分多次、不等额转
账共计210万元给小陈。

房屋交付使用后，老陈夫妇跟进装
修，此后一直在该房屋居住。但小陈结
婚后当月，就要求卖掉这套房屋，并拒绝
老陈夫妇继续居住。

老陈夫妇遂将儿子告上法庭，请求
判令小陈返还购房款。老陈夫妇认为小
陈的行为损害了他们夫妻俩的权益，小
陈则认为出售房屋是对其个人财产的处
分，并没有损害父母的权益。老陈夫妇
表示，因当地限购，家中只有小陈有购房
资格，所以就以小陈的名义购买了这套
房屋，买房的目的是共同居住、共同拥
有，为此老陈夫妇二人才为购房出了首
付及后续还贷。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
不能将父母的资助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赠
与，在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赠与的情况下，
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

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因此，法院判令
小陈向老陈夫妇返还210万元。

案例分析：

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
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现实生活中，成年子女刚
参加工作又面临成家压力，在经济条件
有限的情况下父母出资购房虽为常事，
但从公序良俗角度来讲，不能将父母的
资助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赠与，这种坐享
其成的思想，不能被法律所倡导和司法
裁判所确认。

因此，在父母出资之时未有明确表
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基于父母应负
养育义务的时限，应当认定该出资款为
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
助子女度过经济困窘期，子女理应负担
偿还义务，如此方能保障父母自身权益，
并避免子女成家反而使父母陷于经济困

窘之境地，此亦为敬老之应有道义。本
案中，老陈夫妇的出资款应当认定为对
儿子小陈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
帮助其度过经济困窘期，小陈理应负担
偿还义务。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

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区司法局供稿）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解放初期，
百废待兴，生产救灾任务十分繁重。但
是，尽快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斗争也非
常艰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特务分子、
匪首、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
道门头子尚未得到彻底清理。朝鲜战
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
的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
们破坏铁路、切割高压线路、拦路抢劫、
散布谣言、反攻倒算、制造白色恐怖。
为了给反革命分子应有的打击，保卫人
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保障恢复和发展生
产，按照党中央和地县党委的统一部
署，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北
辰区开展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
动。运动从解决各级干部松劲麻痹思
想入手，广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层层培训骨干，深
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
子罪行。运动中先后两次进行了统一
大抓捕，并审判处决了双街村“活阎王”
和小淀村“杨家将”头目等一批怙恶不
悛的反革命分子，使全区范围内的镇反
运动形成高潮。一批共产党员和被反
革命分子残害的群众家属，自筹路费，
自带干粮，步行千余里，协助公安干警
抓捕反革命潜逃犯。人民群众布下的
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惊恐万状，土
崩瓦解，镇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为了巩固取得的胜利和防止可能

发生的错误倾向，1951年5月，县、区
委在贯彻全国公安会议精神中，采取适
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以主要精力
处理积案。195l年11月以后，结合全
面土地改革运动，对落后村又进行了镇
反补课。镇反运动肃清了国民党反动
残余势力，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群众，
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三)“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
运动以县机关单位为重点，开展了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共
天津县委、县人民政府机关在揭露刘青
山、张子善贪污罪行的同时，揭露了少
数县、区干部的贪污浪费问题。三区区
长因贪污水利工程款被逮捕。此后，天
津县委又集中县、区、村干部300多人
在县党校搞了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
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在农村，
“三反”运动只进行了正面教育，一些村
干部的贪污浪费、侵占胜利果实等问题
也得到了及时处理。反对行贿受贿、反
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
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
“五反”斗争，主要在工商业中进行，重

点开展了专项“打虎”斗争。经过这次
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
思想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增强了拒腐防
变意识。
（四）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 11

月至1953年7月，北辰区广泛深入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通过时事宣传教育，揭露控
诉美帝侵朝罪行，宣传中国人民志愿
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不断取得重
大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高了
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
悟，使少数存有“亲美、崇美、恐美”思
想的人转为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
义，而且纷纷以实际行动参与抗美援
朝运动。1951年 5月1日，北辰区人
民参加了全县联村游行示威活动，5
万人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各村从组
到户，普遍制定了爱国公约，集资捐献
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四区赵家
圈村开展爱国丰产劳动竞赛，粮食丰
收 后 ，捐 款 比 原 计 划 超 额 完 成
182.5%，成为全县捐献“飞机大炮”的
先进典型。全区人民满腔热情全力支

援抗美援朝，一些老大娘把省吃俭用
节省下来的粮食、一些妇女把做工挣
来的汗水钱、一些小学生把父母给的
零花钱积攒起来作了捐献。一批批慰
问品、慰问信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广大农村还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
弟相争报名参军的动人情景。据区民
政局统计，全区有85名优秀儿女赴朝
作战，先后有8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中
国人民的好儿子、曾荣获中国人民解
放军“登高英雄”称号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某部副连长杨连弟，1952年5月15
日，当他带领战士抢修清川江大桥时，被
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击中头部，不幸光
荣牺牲，时年33岁。杨连弟不仅是北辰
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杨
连弟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和“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使新生的
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为稳定社会
秩序、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有
力的政治保障。

（北辰区委党校
北辰区委党史研究室）

回望奋斗路 矢志新征程
——北辰区解放初期奋斗历程回顾（二）

本报讯（通讯员 高原）自闭症儿童
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封闭自我，拒
绝与人交流，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4月2日是第14个世界自闭症关注
日，北辰区残联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携
手“筑梦残疾人培训中心”与全区12户
自闭症儿童家庭“结对子”，一起走进天
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开展“与爱同行
星梦海洋”活动。

在观看海豚表演时，独特的“海豚辅
助治疗法”叩开了自闭症儿童的心门，每
个孩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此次实
践活动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了丰富的游览
体验，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感受海洋中
学会交往，健康成长，融入社会。

一直以来，北辰区残联充分发挥群
团组织联系、服务残疾人的优势特点，深
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与残疾群
众心连心，织密服务网，致力于自闭症儿
童的康复救助和教育工作，把促进残疾
儿童融合教育打造成北辰区残疾人工作
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为讲述北辰区脱贫攻坚生动故
事，留存扶贫脱贫的“北辰记忆”，展
示脱贫攻坚重大成果，即日起北辰
区档案馆面向社会征集北辰区脱贫
攻坚档案资料，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征集内容和要求
征集内容为反映北辰区开展

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期间的
有关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及实
物。所提供的材料必须客观真实，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一）文字资料
主要包括文件资料、图书报刊、

媒体报道、个人日记、手稿、笔记、信
函、著作和口述回忆文章等。
（二）图片、音视频资料
主要包括照片、录音、视频（专

题宣传片、微电影）等。照片、录音
和视频要集中反映：

1.脱贫攻坚中的重大事件、重
要活动等。

2.参与脱贫攻坚项目建设过程
和成果等。

3. 脱贫攻坚典型人物事迹
等等。

所提供的图片，主题要突出，清
晰美观，应为未经电脑软件（如
Photoshop等）修改处理的原始照
片；音频存储采用MP3或WAV格
式，音质流畅、清晰，可正常播放。
照片、音频需要附简要的文字说明，
内容包括拍摄时间、地点、内容、人
物、拍摄者等。

（三）与脱贫攻坚有关的实物
主要包括奖杯、奖牌、锦旗、证

书等，同时提供实物的说明文字。
二、征集方法
1.以无偿捐赠为主，热忱欢迎

有捐赠意愿的社会各界及有关个人
通过发送邮件，或者来函、来电，商
洽征集档案资料具体事宜。

2.凡经审核征集入馆的档案资
料均归国家所有，本馆对已征集入
馆的档案资料进行整理、保管，并按
照规定向社会提供利用。

3.捐赠档案资料者，对其捐赠
的档案资料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
对档案资料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
分提出限制利用意见。

4.对于自愿捐赠档案的组织及
个人，区档案馆将按照有关规定与
捐赠者办理交接手续，整理后入馆
保存。

三、征集时间和联系方式
（一）截至时间
2021年8月31日
（二）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北辰区档案馆接收

征集科
联系人：陈曦 刘洋
联系电话：26392568
征集邮箱：bcqdag@tj.gov.cn
联系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档案

馆（北辰道389号）
邮政编码：300400

北辰区档案馆
2021年4月6日

织密“平安网”筑牢“防火墙”
区应急局开展仓储物流安全专项整治

关于征集北辰区脱贫攻坚档案资料的公告

父母出钱给儿子买房算赠与还是借款？
——用案例细说民法典（一）

关爱“星星的孩子”
温暖“孤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