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媳长期赡养公婆，能否分得遗产？

编辑同志：
五年前，我的丈夫死于车祸，因放心不下高龄的公公婆婆，我不仅未曾改

嫁，还一直侍奉跟前，继续与公婆共同生活。而远在外地的小叔子只是在每
年回家看望一两次。公婆在半年前相继去世，小叔子却独占了公婆的所有遗
产，声称他是公婆的唯一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而我连第二顺序继承人都不
是，无权分割。请问：小叔子的说法对吗？

——孙金娟 阅读提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关键时期，农资的优劣关
系到农业生产能否顺利进行，更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受
疫情防控影响，农资企业复工复产总体情况较好，但部分地区
仍有缺口，给伪劣农资产品流入市场带来可乘之机。3月22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保障春耕生产农资供应工
作情况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
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严打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
障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本报记者采访调研了一起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希望广大农资经营者引以为戒，也提醒
广大农民在购买种子时擦亮眼睛，避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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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案件

法治万象

吃野味是否会受到法律制裁？

编辑同志：
朋友经营的饭店因为卖野味被封了，为了满足客人需求，他才购买了野

味来做给客人吃，如今却受了罚。请问，那些吃野味的人会受到法律制裁
吗？如果发现有爱吃野味的人，该去哪里举报呢？

——张雅婷

最近，浙江省台州市检察院干警蔡
志勇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疫”线“搬
运工”，他参与了一线驻村卡点值守，与
村干部们一同战“疫”。

椒江区东海村李阿姨平时靠着种些
小菜卖点钱贴补家用，没想到在青菜即
将收割的时候遭遇了疫情，集市关停，商
贩也不来，眼看着那么多菜就要烂在地
里，李阿姨急坏了。

得知情况，蔡志勇也跟着着急，想到
自己小区的邻居们现在居家不外出，买菜
也不方便，一个念头一闪而过：能不能让
李阿姨把菜打包好，下班后自己带给小区
的邻居们呢？这既解决了邻居的“菜篮
子”难题，也鼓起李阿姨的“钱袋子”。

说干就干，蔡志勇在小区业主群里
吆喝“不出小区不碰头，青菜送到大门
口”，得到了群友的热烈反馈，短短几分

钟就收到了10多份订单。
就这样，第一笔“买卖”开张了，拿到

第一笔菜款的李阿姨特别惊讶，笑着直
夸“小蔡，厉害啊！”

此后，统计、搬运、送货成为蔡志勇
战“疫”之外的工作。为了能更快地打开

“销路”，单位的同事、附近的亲戚朋友也
都成了他的“销售”对象。后来，越来越
多的人主动来帮忙，有些在微信群一起

“吆喝”，有些加入到卖菜队伍，订单不断
增加……连续多天的奋战，蔡志勇和“搬
运工”们帮村民卖出 2000 斤菜，老乡们
激动地数着手里的菜钱,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

白天站好岗，下班运好菜，成了干警
们的工作常态，帮助老百姓解决燃眉之
急，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战“疫”。

邓增娟

浙江省台州市

干警担当“搬运工”破解农民“卖菜难”

贵 州 省 余
庆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组织民
警深入村庄和
田间地头宣传
国家政策、法律
法规，倡导文明
出行。图为3月
20日，交警大队
五中队民警在
龙家镇光明村
开展宣传活动。
罗胜谟 摄

□□ 本报记者 高雅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行为严重危害国
家农业生产安全，损害农民合法利益，及
时、准确打击该类犯罪，对保护农民权益、
维护农村稳定意义重大。据统计，2019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共出动 107万人
次，查处问题1.1万起。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涉农检
察为主题的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其中，
某种业公司区域负责人王某生产、销售 2
万多斤伪劣种子，农户播种后，禾苗未能按
期抽穗、结实，导致200多户农户4000余亩
农田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0余万元。

经销商“偷梁换柱”被判刑

2017年 3月，江西省南昌县种子经销
商郭某珍询问某种业公司设在丰城市种
子经营部的闵某是否有“T优705”水稻种
子出售，在得到肯定答复并报价后，先后
汇款30万元用于购买种子。

随后，闵某找到所在公司区域负责人
王某订购种子，王某却向公司申报了“陵
两优 711”稻种销售计划，后闵某汇款 20
万元给王某作为订购种子款。

为了将“陵两优 711”种子变成“T
优 705”，王某找到一名包装公司员工，
向其提供制版样式，印制了标有“某种
业有限公司”“T 优 705”字样的小包装
袋 29850个。

收到“陵两优 711”散装种子后，王某
请闵某帮忙将散装种子装到此前印好的
小包装袋内，并将分装好的 24036斤种子
运送给郭某珍，郭某珍收货后销售给农
户。可是，200余户农户播种后却发现，禾
苗未能按期抽穗、结实，导致 4000余亩农

田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0余万元。
在农业部门配合下，2018年5月8日，

南昌县公安局以王某涉嫌销售伪劣种子
罪，将案件移送南昌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7月16日，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犯生
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向南昌县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9月10日，南昌县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了此案。

王某被指控身为种业公司区域负责
人，负有对销售种子的质量进行审查监
管的职责，其将未通过江西地区审定的

“陵两优 711”种子冒充“T 优 705”种子，
违背职责分装并销售，使农业生产遭受
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
劣种子罪。

2018年 10月 25日，南昌县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五万元。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其间，王某及其家属向南昌县农
业部门支付 460 万元用于赔偿受害农民
损失。

2018年 12月 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对上诉
人王某的定性，鉴于上诉期间王某已积极
赔偿损失，改判其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以假充真绝不姑息

最高检发布的案件指导意义显示：以
此种子冒充彼种子应认定为假种子。“种
子是一类特殊的农资产品，如果中间环节
经销商以假种子冒充真种子，以不合格种
子冒充合格种子，以此种子冒充彼种子，
不仅扰乱农资产品经营秩序，而且严重危
害国家粮食安全，损害农民合法利益。”最
高检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万春表示。

涉假农药、假种子类农资犯罪与食品
安全等其他犯罪往往相互交织，不仅危害
性极大，因农作物生产周期较长，案发较
为隐蔽，办理难度大幅增加。

“很多农民使用了假种子，一年到头，
辛苦耕种，投入大量成本，却血本无归，欲
哭无泪。种子经销商、代理商等各类中间
环节的经营者，应当从惠农利农的角度依
法开展种子经销经营活动，‘黑心钱’绝不
能赚。”万春告诫广大农资经销商。

在本案审查起诉阶段，王某辩称自己
行为不构成犯罪，不知道销售的种子为伪
劣种子。经查，2010年5月17日广西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陵两优711”审定通
过，可在有条件区域进行种植，但在江西
并未审定通过。

检察机关认为，王某作为种业公司
区域负责人，具有对种子质量进行审查
的职责，其明知所在公司不生产“T 优
705”种子，为了谋利，将“陵两优 711”分
装并标识为“T优 705”进行销售，应当认
定为具有以彼种子冒充此种子进行包
装、销售的犯罪故意，构成生产、销售伪
劣种子罪。

“犯罪嫌疑人往往抓住种子专业性强、
农户识别能力低的弱点，以此种子冒充彼
种子或者以不合格种子冒充合格种子进行
销售。”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
说，对没有生产经营资质，未尽到质量注意
义务，或者明知是不合格产品，而采用明示
标明方式予以销售，造成农业生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应依法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
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购买种子一定要保留小票

农民在购买农资交易过程中，往往处

于弱势一端，很难具备甄别种子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假冒伪劣
种子客观存在，在购买种子时，要擦亮眼
睛，增强识别能力。购买了假种子，要及
时向农业、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举报，维
护合法权益。”万春表示。

在本案侦破过程中，公安机关充分听
取辩护人及受害农户的意见，收集了受害
农户购买谷种小票、农作物不同生长期照
片、证人证言等，认定南昌县及其他地区
受害农户合计 205 户，绝收面积 4000 余
亩。结合南昌县往年晚稻平均亩产量，考
虑到晚稻因品种和种植方式不同存在差
异，产量评估以种子包装袋上注明的平均
亩产444.22公斤为依据，并以当年晚稻平
均单价每公斤2.6元计算损失，认定205户
农户因种植假种子造成的经济损失为460
余万元。

高景峰表示，伪劣种子造成的损失
是涉假种子类案件办理时的疑难问题。
实践中，可由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
况，对农业生产产量及其损失进行综合
计算。具体可考察以下几方面：一是根
据现场实地勘察，邀请农业方面专家，分
析鉴定农作物生育期异常的原因，能否
正常结实，是减产还是绝收等，分析减产
或者绝收面积、产量。二是通过审定的
农作物区试平均产量与根据现场调查的
往年产量，结合当年可能影响产量的气
候、土肥等因素，综合评估平均产量。三
是根据农作物市场行情及平均单价等，
确定直接经济损失。

“伪劣农药、种子类案件中，检察机关
不仅要办好案件，而且要在办案的基础
上，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推动共同督
促被告人赔偿受害农户损失，最大限度保
护农民群众的利益。”高景峰说。

假种子导致4000亩农田绝收
——经销商被诉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获刑七年

3月5日，最高检发布以涉农检察为主题的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现场。资料图

□□ 栾杰 本报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

3 月 17 日，在河南滑县万古镇东万古
村，一件让“村警”郭山桢揪心了多天的聚众
赌博案终于破了。

几天前，他接到群众举报，说村里几个没
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耐不住寂寞，聚集到一起
赌博。疫情关键期，任何人员的聚集都有危
险，何况是聚众赌博。郭山桢根据线索，摸排
了两天，查准了他们聚集的时间和人员，终于
将赌博窝点“一锅端”，拘留了 9名聚众赌博
的违法行为人，消除了一个疫情防控隐患。

郭山桢是位名副其实的“村警”，2015年

从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万古镇工作，基
层繁琐的工作早已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

2016年，滑县推行“一村（格）一警”工作，
在全县改建、新建 54个警务室，挑选适合和
熟悉当地情况的民警进驻每一个行政村，实
现 1019个行政村“村村有警”。郭山桢被分
派到万古警务室工作，负责管辖东万古村，自
从“包”了这个村，他就成了群众的“桥梁”。

“山桢干活细、勤快，俺村群众平时办户
口、办身份证、矛盾调解、办案抓贼都找他，
俺村乡亲现在都习惯有事儿找‘村儿警’
了。”东万古村党支部书记杜全波说。

2017年秋收，让郭山桢至今难忘。滑县

是农业大县、产粮大县，万古镇是当地粮食的
主产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正当群众
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时，村内俎某举报说，自
家门口堆放的玉米少了30多袋，这立刻引起
了郭山桢的重视，他第一时间便将该信息向
万古镇 42个“一村一警”治安信息员进行了
推送，了解其他村是否有类似警情，经汇总发
现，类似的警情在万古镇竟然发生了十余起，
多数群众都没有选择报警。

郭山桢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经组织警
力进行侦查，利用“天网”视频监控系统追踪
觅迹，快速破获了这起系列盗窃玉米案，犯
罪嫌疑人郑某在万古、高平、上官、留固等乡

镇作案十几起，涉案价值数万元。
“做‘村警’就要发挥‘村警’的价值，我

的工作就是让群众放心、为群众办事儿。”郭
山桢说，自从当了“村警”，他跑遍了村里的
每一户，对村情、社情、民情了然于胸，他奉
行“小矛盾提早预防，大问题及时化解”的准
则，精准掐灭了很多矛盾“火星”，辖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一村一警’机制推行以来，我们最大
限度地把机关民警投放到农村，下沉到一
线，提高农村地区的见警率和管事率，实现
了‘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
目标。目前，我们选拔一批经验丰富、工作
能力强的社区民警、辅警任村“两委”成员，
授予村（社区）民警更多的服务权限，努力将

‘一村一警’工作警务室打造成警民联系点、
民生服务点、信息采集点、防范宣传点和求
助报警点，让‘有事儿找村警’成为群众习
惯。”滑县公安局政委郝昌斌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省宿迁市
司法行政系统党员干部深入农村“疫”线，行
走在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参与人员排查、卡
口值班、普法宣传、疫情防控、化解矛盾纠
纷、法律法规解读等各项工作，用脚步走出
了“抗疫”温度，为“抗疫”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和法治保障。

“大爷，现在疫情期间，您没戴口罩就不要
到外面了，快回家，洗洗手，多通风，尽量不要
出门。”近日，沭阳县司法局韩山司法所副所长
王明月来到石平村，见一位老大爷外出没戴口
罩，耐心劝说，并向大爷讲解防疫知识。

连日来，她将全镇的普法志愿者组织起
来，组成了 5个“抗疫”宣传小分队，深入村
居、社区、超市和其他人群容易聚集的场所

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发放疫情防控和相
关法律法规资料，营造了良好防疫氛围，增
强了群众的防护意识。

日前，宿城区埠子镇环卫办接到群众举
报，杨元村天龙牧业养殖场有死猪腐烂发
臭，加上排放污水和猪粪到周边沟渠，导致
周边环境恶臭冲天，严重影响村民生活。镇
环卫办工作人员立即赶去调查处理，发现举
报属实，要求进场拍照取证，门卫以场区内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不许外人进入为
由，阻止其入内，双方发生争吵。

埠子镇司法所调解员周玉甫得知消息
后，立即赶到现场，劝说双方心平气和解决
问题，并和村干部按照疫情管控要求，紧急
疏散围观村民，让村民不要聚集。

经过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养殖场
对死猪进行掩埋、消毒、无害化处理，清运堆
积的粪便，对场区周边沟渠内垃圾、杂物进
行清理；养殖场清理完毕后，立即联系镇环
卫办进行检查验收，如果验收不过，甘愿接
受处罚。目前，养殖场已积极履行义务，按
照环卫办的要求整改到位。

疫情防控期间，宿迁市司法局要求全系
统疫情面前不退却，针对群众可能出现的法
律需求，扎实做好各项预案，做到服务群众

“不打烊”。
近日，宿豫区大兴镇东城家园小区的村

民张某打电话到宿迁市“12348法律服务热
线”，咨询“疫情防控期间，在村口拦路设卡、
封堵人员外出是否违法”等问题。

原来，张某早上开三轮电瓶车准备到大
兴街买生活用品，但他们均未佩戴口罩，到
小区卡口被值勤人员拦住，值班人员向他们
说明当前疫情防控相关政策，但张某不理
解，和卡口人员发生纠纷，并打电话咨询。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疫区内采取封闭有关
场所，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
实施卫生检疫等措施。”正在值班的律师刘
怀锦耐心解答。

刘律师的解答让张某“心服口服”，对设
卡检查、控制外出也表示理解，他当即返回
佩戴口罩。

为更好地做好“抗疫”后期法律服务工
作，宿迁市司法局发布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公告》，鼓励通过电
话、网络、微信等“不见面”方式咨询法律问
题、查询服务信息、获取法律服务，以线上办、
网上办、掌上办形式，减少群众外出机会。

程遥 胡慕伟

精准掐灭矛盾“火星”
——河南省滑县推行“一村一警”工作机制

用脚步走出“抗疫”温度
——江苏省宿迁市司法行政系统奋战农村一线

小叔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你同
样有权继承公婆的遗产。尽管继承
法第十条规定了遗产继承顺序，表
面看来，小叔子确实是你公婆的唯
一第一顺序继承人，而你既非公婆
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
继子女，公婆也非你的生父母、养父
母和继父母，在小叔子要求继承的
情况下，似乎你的确无权继承公婆
的遗产。

其实不然，因为该法条仅仅是
从血缘角度做出的划分与规定，并
不意味着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除
了血缘关系之外，便不存在可以与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相提并论的权
利主体。

继承法第十二条特别指出：“丧
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

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也就是说，儿媳与公
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虽然不存在
血缘关系，原则上彼此并不享有继
承权，可只要是“尽了主要赡养义
务”，同样能够作为第一顺序继承
人，与其他具有血缘关系的第一顺
序继承人一起，继承公婆或岳父母
的遗产。

你在丈夫去世之后，独立承担
赡养义务并与高龄的公婆共同生
活，而小叔子只是在每年回家看望
一两次，明显表明你已经“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并依据该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处理，即：“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
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 颜东岳

我国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
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
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专门进行了法律规定。

2019 年 2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制定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
犯罪的意见》中规定，非法猎捕、杀害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的制度。

很多人认为，“我又没去捕杀野
生动物，市面上有人在卖，我只不过
买来解解馋而已，不应该会犯罪
吧？”事实上，有这种想法就错了。

消费者在餐馆中食用野生动
物，实际上支付给餐馆的费用中包
含了购买野生动物的钱、餐馆对野
生动物进行加工的加工费等。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
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也会构成犯
罪。而“收购”就包括以自用为目的
的购买行为。

所以，作为客人食用野生动物
也是涉嫌违法的，甚至会构成犯
罪。如果遇到有人买卖、食用野生
动物的行为，可以拨打 12315 或 110
进行反映，由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公
安机关、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等
依法进行处理。

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 张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