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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 法治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进行时
◎全媒体记者

赵晓东

通讯员

杨丽君

曲威

6.2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归谁？ 不久前，兴安
盟扎赉特旗永安村俩农民为争夺土地承包经营权，
导致亲情破碎，对簿公堂；究竟孰是孰非？ 且看法官
依法断案

秦丽（化名）扎赉特旗人，她作为死者父亲孙亮（化名）的唯一女
儿，她认为父亲所有的土地应归其继承。 孙志坚（化名）与父亲是叔侄
关系，并没有土地继承权。
因为秦丽不服扎赉特旗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所以上诉到兴安盟中
级人民法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涉诉土地的 6.2 亩
归秦丽经营。

【法庭调查】——
—各持己见

开庭时，孙志坚说，伯父孙亮离
婚后与自己父亲孙铁（化名）共同生
活，2010 年土地排查时， 孙亮的土
地承包合同内只有他与兄弟孙铁的
土地 12.4 亩。 从 2007 年开始，自己
一直耕种涉诉土地， 所以秦丽没有
承包经营权。 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
审判决。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明： 秦丽的父亲孙亮与孙志坚系叔
侄关系。 1996 年二轮土地承包时，
孙亮在扎赉特旗音德尔镇永安村承
包了土地。 2002 年，孙亮与其妻秦
淑娜（化名）离婚，秦丽随其母秦淑
娜生活。 孙亮则与其兄弟孙铁共同
生活。
从 2007 年开始， 孙亮的土地

激烈辩论

一直由侄子孙志坚经营。 2010 年土
地排查时， 秦丽和母亲秦淑娜的土
地从孙亮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分出，
另行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而孙亮
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则只有其与兄弟
孙铁的土地 12.4 亩。
2013 年孙铁去世，孙亮独自生
活。 2014 年开始，孙亮患病身体状
况日差， 生活上均由侄子孙志坚照
料。 2016 年，孙亮去世，丧葬事宜由
孙志坚办理。 因孙亮的土地一直由
孙志坚经营，孙亮去世后，其女儿秦
丽遂要求孙志坚返还土地， 孙志坚
以对孙亮生前进行照料支付医疗费
用及死后支出丧葬费用为由， 拒绝
返还。 秦丽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庭判决】——
—驳回上诉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秦
丽与 孙亮系 父 女 关 系 ，2010 年 土
地排查时，孙亮、孙铁在本嘎查承
包 12.4 亩土地并签订承包合同，现
孙亮、孙铁均已去世。 秦丽虽上诉
主张其对涉诉土地应享有承包经
营权，但其并不与其父孙亮在同一
承包合同中，且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
第一款 “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
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的规

维持原判

定，属于继承的范围仅限于承包收
益，而不是土地本身。 因土地承包
经营权不属于遗产，不应作为遗产
处理。 对于涉案土地应由谁承包经
营，属于其所在嘎查的村集体自治
职责， 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
据此，秦丽对诉争土地不享有承包
经营权，其要求孙志坚返还于法无
据，不予支持。 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据了解，近几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日益严重，占据兴安盟各级
法院民事案件办案总数的 20%，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
和社会原因，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且直接关系农民
的基本生活保障。
本案中， 秦丽认为其父死亡后， 其所有的财产包括土地均应由其继
承，但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指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非拥有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只能由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行使所有权。 因此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合法财产，而土地承包经营经本身不属于继承财产。

锲而不舍 生效裁判早兑现
◎通讯员

本报讯 “法官同志，打这个电话不
是想再次麻烦你，只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没有你， 我的赔偿款没办法这么快执行
到位。 ” 打来电话的是一起雇佣意外伤
害责任纠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亚某。
亚某在 2016 年 5 月为某公司提供
劳务时，在去往工作地点的途中，农用三
轮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重伤。 经法院
审理， 被执行人某公司赔偿给申请执行
人亚某经济损失人民币 25 万元。 判决
生效后，该公司未能及时履行，致使亚某
的治疗难以为继。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突泉县法院执行局立即进入介入， 经过
多次实地走访和电话约谈， 执行法官对

被执行公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慑之以
法、刚柔并济。 几番努力下，双方当事人
终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签订当日，申请人
就拿到全部 25 万元的赔偿款。 至此，这
一涉民生执行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践行群众路线，就是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上述案件只是突泉县法
院执行局涉民生专项执行活动的一个缩
影。 截止目前，该局收案 1398 件，执结
1048 件 ， 执 结 率 75% ， 执 行 标 的 达
9218.33 万元。 对于该类案件，该院执行
法官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
希望自己的每份努力都能为申请执行人
的生活增添一分希望和帮助。

扎旗法院简易刑事案件当庭宣判受欢迎
◎通讯员

推进窗口标准化建设
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马丰

赵福荣

柴华

本报讯 近日， 在扎赉特旗法院一
号审判法庭， 承办法官用时仅四十分钟
就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涉嫌买卖身份证
件罪案件。 审判员以娴熟的审判技巧驾
驭着整个庭审过程， 庭审的审判环节稳
步有序， 举证、 质证及法庭辩论环环相
扣，思路清晰，法庭用语准确，张弛有度。
宣判后，被告人当庭表示不上诉，公诉机
关亦未提出抗诉意见。 旁听群众和案件
当事人纷纷对扎旗法院高效的审判工作

表示赞叹。
以往的刑事庭开庭后， 即使简易程
序的案件，也会因案情复杂、审理前准备
活动不充分、 法官缺少当庭宣判的能力
或勇气等原因而选择“定期宣判” 或者
“择日宣判”。 针对上述问题，扎旗法院刑
事庭努力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探索出一
条“有效的庭审 + 及时的宣判” 工作模
式，对一些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
均选择当庭宣判。

◎通讯员

李静

本报讯 为进一步
加强司法行政系统窗口
单位服务标准化建设，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法律服务需求， 科右前
旗司法局积极推进服务
窗口标准化建设， 努力
把司法局窗口单位打造
成形象良好、 人民满意
的窗口。
一、强化宗旨意识，
打造“便民窗口”。 坚持
以“小窗口，大形象”为宗旨，不断创
新便民服务举措，简化业务办理手
续，对残疾人、孕妇、老年人等当事
人，设立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
同时，为方便前来办理业务的蒙古
族群众，服务中心门牌、职能、工作
流程图和工作人员一览表等 使 用
蒙汉双语，建设蒙语服务窗口。
二、强化制度意识，实现服务亲
民化。 对窗口工作人员 的文明 用
语、服务礼仪、工作着装、操作流程
等进行制度规范。 窗口工作人员严

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所办案卷全
部录入系统，按时办结，接受检查，
同时积极开展便民服务、预约服务、
延时服务等特色服务。
三、强化理念更新，促进服务升
级。 积极组织窗口工作人员参加自
治区、盟司法局组织的业务培训，及
时更新业务知识和技能， 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 对群众询问的问题， 当场
能够解答的，立即给予解答；
当场不能解答的， 实行约期回
答，力求件件有交待，事事有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