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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元凤）8月

23日，区公安局扶欢派出所接到辖

区群众刘某报警，称自己在网上购

买踏板车被骗了，原本价格谈好是

800 元 ，自己最后却被诈骗 3500

元。经民警详细调查发现，刘某遭

遇了网购诈骗。

8 月 15 日，刘某通过网络平台

认识了一个销售踏板车的陌生人。

由于自己正有买踏板车的打算，便

加了该人的QQ并说明了来意。对

方称有辆二手踏板车只要 800 元，

要先交 200 元定金，刘某觉得钱不

多便转了200元，对方又称要200元

运费分两次两天支付，刘某想一次

100元也不多，便于8月15日、16日

分2次向对方转了200元。

8 月 17 日，对方催促刘某交清

尾款，于是刘某又给对方转了 600

元。没想到，对方却称二手车被人

买走了，现在有辆新踏板车只要

1600元。刘某心想只需多花800元

便可以买一辆新车，当即就给对方

转了800元，对方又称要再转200元

的运费，刘某某又向对方转了 200

元。

8 月 21 日，对方联系刘某称货

运公司送货太慢了，他们自己人送

要快点，但要再加500元的运费，刘

某想早点收到车，便给对方转了500

元。8 月 22 日，对方联系刘某称公

司的人送货时弄错了，送了另一辆

好的新车，原价 4200 元打折只要

2400 元，刘某便又给对方转了 800

元，之后再也联系不上对方。此时，

刘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目前，扶欢派出所已对该案进

行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购虽然

方便快捷，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不

要贪图小便宜，不轻易转账，网络购

物一定要在正规电商平台进行。

套路防不胜防
市民网购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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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时代号子》是为“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创作的，在祖

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工人群

体、劳动者是非常值得去赞美、去为

他们而歌的，我们就想做一首能够反

映工人阶级，并且是能体现出新时代

气质的歌曲”。

2018 年底，“我们的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晚会”上，

在张英席、薛皓垠两位歌唱家美声唱

法的演绎下，《时代号子》首次亮相。

紧接着，在 2019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中，刘烨、白宇以流行音乐唱法，为全

国观众再一次呈现了壮丽火热的劳

动场面，新时代劳动人民的力量、热

情从旋律中汩汩流出。在今年国庆

70周年阅兵式上，《时代号子》再次出

现在了联合军乐团的演奏乐曲中、广

场合唱团的歌声里，为阅兵式和游行

方队鼓劲儿助威。

有了为劳动者而歌的初衷后，词

作者宋小明很快就写出了歌词：“一

是要把一线工人群体的心情抓住，他

们只讲实干，实干出成就”，所以有了

口口传唱的“实干才能出成就，谁也

别吹牛”这一句词。“二是要抓住他们

的语言特色，那就是朴实、精炼、热

情。”宋小明回避长句，选择了短小精

干的语句，以“5-5-7-5”的句式使整

首词铿锵有力，“它是在劳动中唱的，

应该以短句为主，因为要发力”。

作曲家印青写军队歌曲很有经

验，他非常赞同宋小明的“短句阵

法”，并为它配上了朗朗上口的旋律，

方形成了这首“听两遍就唱得出”“唱

出口就有劲儿”的时代力量之歌。

“给我的启示是作为艺术家一定

要面对生活，面对劳动人民，你才会

知道人民的呼唤，你才能体会时代的

要求。”宋小明在军工厂做过8年的工

人，他说正是这样的经验才使他写得

出工人的生活、工人的语言，才能为

时代唱出奋斗的热情。

据10月13日《光明日报》

第七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为劳动者歌
——访歌曲《时代号子》词作者宋小明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晋荣

大美綦江APP随手拍优秀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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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红梅）8月

27日，区公安局古南派出所接辖区

某幼儿园负责人黄某报警，称其放

置于办公桌上的一台九成新笔记本

电脑被盗。因该幼儿园数月前曾有

8 台电脑一夜被盗，黄某判定幼儿

园是再次被盗。

接报后，古南派出所立即展开

案件侦办工作。现场勘查发现，幼

儿园院墙一处铁网和办公室窗户被

撬坏，室内有翻动痕迹。通过监控

视频，办案民警分析犯罪嫌疑人逃

离方向及活动轨迹确定了嫌疑对

象。通过细致查访并及时安排城区

巡防警力加大可疑人员盘查力度。

案发次日，在陵园路的巡逻民警发

现两名嫌疑对象后口头传唤到所开

展进一步核查。

经审查，案侦民警进一步确定

了当晚作案的4名嫌疑人的身份信

息并将其一网打尽。经审讯，朱某

某等人如实供述其因无钱花销结伙

行窃，利用木棍、螺丝刀等作案工具

撬坏围墙铁网、破坏门窗进入室内

盗窃手提电脑后逃离现场并非法倒

卖的犯罪事实。同时，该团伙还承

认半年前曾在该幼儿园实施的另一

起盗窃案，共盗窃电脑8台，涉案金

额近 3 万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

步审理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为确保财

产安全，日常生活中一定提高警惕，

最好不要将贵重财物和大量现金放

置于办公室、门市或家中，不要给犯

罪分子可乘之机，如遇不法行为及

时报警。

头晚盗窃幼儿园
次日团伙就被抓

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案情简介】
申请人刘某相与被申请人帅某树就 6.4

亩土地和2.6亩林地的承包经营管理权权属

发生争议，请求綦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

裁委员会依法仲裁。

帅某树分别于 1993 年 10 月和 2003 年 6

月与丁山镇观佛村4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和林地承包合同,取得了6.4亩土地和2.6

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2006 年 8 月，帅某树

夫妇因年老体弱，随女儿迁居城镇居住，无力

管理农村住房及耕管承包的土地和林地。经

与刘某相（本镇黄坪村 9 组村民）协商一致，

在观佛村4组组长刘某川，社员代表何某强、

徐某金等人的见证下，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

协议、土地承包协议和管理山林协议。

2006 年 10 月，按照协议约定，刘某相全

家6口人迁入观佛村4组入户，双方将其房屋

产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做了

交接。2007年下半年，刘某相向国土部门申

请办理房产过户手续。随后，又向镇农村土

地管理部门和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承包地

和林地过户，被告知其土地和林地流转协议

属转包，不符合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承包经营

权过户条件，不能过户。

于是，刘某相立即找帅某树再次协商，仍

然在双佛村 4 组组长刘某川的见证下，双方

重新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和山林转让协议，

并经村民委员会签证同意。2008 年 2 月，刘

某相再次向镇农村土地和林业管理部门申请

承包地和林地变更过户，被告知林地流转是

转让,符合过户条件要求，而土地流转是转

包，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变更过户条件。为

此，刘某相便找到帅某树要求办理承包地转

让过户手续，而帅某树不但不同意承包地和

林地转让过户,而且还提出要收回土地和林

地的流转经营权，故双方发生纠纷争执。后

经镇、村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刘某相向綦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纠

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将帅某树

协议流转的6.4亩土地和2.6亩林地的承包经

营管理权确认给本人。

【调查与处理】
綦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接

到仲裁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仲裁规则》的仲裁受理条件，对该纠纷案

件进行了受理立案。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 6.4 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属归

谁？如何认定先后两个土地流转合同的有效

性？

二是2.6亩林地的承包经营管理权属归

谁？林地流转应属转包还是转让？怎样认定

先后两个不同流转方式的林地流转合同的合

法性？

綦江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依

法受理后，经开庭审理调解不成，作出如下裁

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在被申请

人取得的土地承包期限内有效；确认双方签

订的山林转让协议有效；双方签订的土地承

包协议及山林转包协议无效。当事人对本仲

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綦江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分析】
（一）案例分类：本案是一起因土地、林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产生的土地、林地承包经营

权纠纷。本案中，申请人提出享有流转土地、

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仲裁申请，应按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归类。

（二）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归属的有关规定。被申请人帅某树分别通过

家庭承包方式，与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签订

土地、林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和林权证书，是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

享有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

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

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

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

转”。在承包期内，被申请人帅某树有权依法

选择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任何流转方式流转其

承包土地经营权。第三十七条规定：“ 土地

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

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

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

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当事人双方通过签

订土地、林地书面流转协议，并报发包方同意

备案，流转程序合法，即形成了土地流转关系

的事实。第三十九条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

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

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

包关系不变”。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土地转

包协议，并不改变被申请人与发包方形成的

承包关系，申请人主张承包地属转让方式流

转是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误解。第四十一

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

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

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

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

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当事人双方签订

的山林转让协议，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对管理山林协议的变更，是将林地转包合

约变更为林地转让合约。且重新签约后被申

请人一直未对林地转让协议提出或表示过任

何异议，被申请人林地让渡关系成立，应当由

申请人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被申请

人提出收回承包经营权是一种违反合约的行

为。

（三）裁决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綦

江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上述裁

决结果。

【典型意义】
土地流转纠纷是农村纠纷里面比较常见

的一种类型，处理此种案件，应把握要点和原

则。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是否有效。其土地

承包协议，由于被申请人不具备土地发包主

体资格，这是一起无效承包行为，自始没有法

律约束力。其土地转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

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经村民小组

长在场见证，并报村民委员会同意备案，符合

转包方式流转土地的相关程序，当事人双方

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管理

山林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对林地转包管理的

合约。其山林转让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在自

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管理山林协议的变

更，是将林地转包管理合约重新变更为林地

转让合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的规定，新的合约形成后，当事人双方并将该

合约报经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签章同意。

该变更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当事人双方应

当依法履行。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