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法
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曾雨田 通
讯员 刘 健 彭 程
方） 祖辈帮父母
辈带娃， 这已经
是很常见的事 ，
但祖辈带孙的辛
苦付出， 真的是
理所当然吗 ？ 近
日， 芷江侗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楠
木坪人民法庭审
结了一起抚养费
纠纷案， 打破了
人们以往的传统
观念， 调解被告
许某梅支付一定
带孙费用 ， 祖辈
带孙辛苦付出是
应该得到一定回
报的。

法院审理查
明， 女子许某梅
与男子邓某燕离
婚后， 双方约定
儿子邓某鑫随女
子许某梅生活 ，
由许某梅抚养 。
从 2020 年开始 ，
邓某鑫经常与爷
爷邓某明在一起居住。后邓某明
多次找到前儿媳妇许某梅索要
孩子抚养费，但许某梅每次都以
各种理由推辞。后邓某明便一纸
诉状将其告上法院。

承办法官对该案进行分析
后，发现促成原被告双方和解的
可能性很大，于是便组织双方进
行了调解。从法律普及到亲情关
系， 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
过数小时调解，终于促使原被告
达成和解协议，被告许某梅自愿
向邓某明补偿 6000 元， 双方对
这个结果均表示满意。 至此，这
起带孙费案件圆满画上句号。

【法官说法 】抚养未成年子
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在父母有
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并没有对孙子
女、外孙子女法定的抚养教育义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九百七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没有
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
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
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
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
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
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
原告邓某明在无法定义务的前
提下，帮助前儿媳抚养一名未成
年子女，当然有权对抚养孙子女
的必要开支向儿媳主张权利。索
要带孙费，看似是对传统亲情观
念的一种挑战，但这项主张却是
可以支持的。 所以，老人们可以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
子女做做家务 ，带带孩子 ，但从
法律角度来讲，亲生父母才是孩
子的第一监护人。在抚养孩子的
问题上， 爷爷奶奶只能唱配角，
爸爸妈妈才该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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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
田 通讯员 韩爽）5 月 10 日， 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湖南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协会诉贺某、 某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和平江县人民检察院共同支持起诉。 这也
是全省首例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提
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贺某系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贺某先后两次以个人名义到河南省新乡市
长垣县购进口罩共计 24.6 万个，以公司名
义对外销售。经检测，贺某购买销售的口罩
不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 系假冒
伪劣产品。

2020 年 12 月， 平江法院作出一审刑
事判决，认定贺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岳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因贺某还在服刑期，且疫情防控需要，

经征得多方当事人同意， 合议庭决定采取远
程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审理。 庭审中，合议庭
通过视频连线核实了正在监狱服刑的贺某
身份信息，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举
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 经近两小时庭审，
因案情较为复杂，合议庭宣布择期宣判。

市人大代表、 湖南一诺辉泓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陶辉宏，市人大代表、湖南金鹗
律师事务所律师曾淼红以及湖南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协会代表等旁听庭审。

个人购买假口罩以公司名义销售
岳阳中院审理首例由省消协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本报讯（通讯员 许振兴）5 月 12 日上
午，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莲花人民法庭
法官在莲花镇五丰村村民委员会公开开
庭 ，审理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 ，区人大
代表以及区司法局、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当地干部群众等 30 余人旁听。

长沙某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将其
承包的某项目部分分包给了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案外人丁某 。 经丁某招用 ，
2020 年 11 月， 农民工彭某前往该项目从
事搭建雨棚工作。 不久，彭某在施工时不
慎摔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彭某向岳麓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确认门窗幕墙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未获支持，向岳麓区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 ，《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
4 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
将工程 （业务 ）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
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因此，法

院当庭作出判决，确认门窗幕墙公司对彭
某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庭审结束后 ， 承办法官就地释法答
疑，并向旁听人员赠送了民法典简本。

据悉 ， 该场巡回审判是岳麓区法院
2022 年民法典宣传月暨民法典进农村活

动首场。 本月，岳麓区法院还将组织调解
进乡村、 人民法庭公众开放日等活动，全
面展示新时代人民法庭在服务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方便群众就地
就近参加诉讼 、统筹配置司法资源 、提高
司法效率方面的显著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周哲）近日 ，岳阳县
人民法院公田人民法庭以 “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方式，邀请
公田镇司法所、综治办及当事人所属村镇
村委会主要负责人走进法庭， 联动办案，
成功调处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

2018 年 9 月，姜某和龚某经人介绍确
定恋爱关系并于次年登记结婚。由于婚前
双方缺乏了解 ， 婚后因家庭琐事发生吵
闹，又因备孕问题争执不休 ，经长时间磨

合无果，姜某遂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
进行分割。

庭审时 ，承办法官了解到 ，姜某和龚
某都愿意解除婚姻关系，但在财产分割上
双方均不肯让步。 双方剑拔弩张，各执一
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承办法官决定择
日宣判。 随后，承办法官多次与当事人沟
通，倾听了当事人意见 ，并在征得双方的
同意后组织调解。 在调解的过程中，承办

法官邀请公田镇司法所、综治办及当事人
所在村镇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参与，通过一
番释法明理，两人终于对共同财产进行了
妥善处理，达成了调解协议。

近年来， 岳阳县法院深入践行 “枫桥经
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的合力作用，为群众搭建多元化解纠纷平台。
下一步，岳阳县法院法庭将继续探索“三调联
动” 工作机制， 积极发动各方力量参与调
解，力求将矛盾纠纷化于萌芽，止于息诉。

本报讯（通讯员 晏可慧）近日 ，岳阳
市云溪区法院通过灵活转换执行思维，成
功化解一起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2021 年 6 月 25 日， 岳阳市云溪区消
防救援大队在对岳阳市某电竞馆（以下简
称某电竞馆 ）进行消防核查时 ，发现网吧
内包间门、仓库门未按要求设置为乙级防
火门，网吧大厅北侧区域电缆井穿越线路
楼板、隔墙存在未按要求进行封堵 、且感
烟探照器外罩未摘下，高层建筑未按要求
设置环形消防车道，自然排烟窗设置位置

不合理等消防隐患。
6 月 30 日，云溪区消防救援大队向某

电竞馆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
令某电竞馆限期改正所有消防安全问题。
限期届满后 ，某电竞馆仍未改正 ，岳阳市
云溪区消防救援大队遂对某电竞馆的违
法行为作出罚款 30000 元的行政处罚 。
但某电竞馆仅在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了
10000 元罚款，剩余罚款一直尚未履行。岳
阳市云溪区消防救援大队遂向云溪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通过执行查控
系统， 及时查询了某电竞馆的财产线索，
考虑到疫情期间企业营商环境的因素，为
了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同时贯彻人民
法院善意文明执法理念，承办法官没有按
照常规的执行思维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
措施， 而是多次向某电竞馆进行法律释
明，告知被执行人拒不主动履行义务的经
济、信誉代价以及可能发生的不利法律后
果，最终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了缴纳罚款的
义务。

岳麓区法院启动民法典进农村活动

法院向旁听人员赠送《民法典》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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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岳阳县：三调联动化解离婚纠纷

灵活转换执行思维 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