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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子成婚签订婚前协议
前妻诉前夫讨要生活费

本报讯 （记者 小许 通讯
员 敏义）张某意外怀孕，孩子
的父亲叶某同意签订婚前协议，
承诺婚后每个月给张女士1万元
后，二人结婚。不料，这段婚姻
仅维系一年零三个月，最终，两
人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后，张
某将叶某诉至法院，要求履行婚
前协议，给付15万元。

据了解，今年 30 岁的张某
是一名舞蹈演员，2017年 6月，
张某与叶某谈恋爱，恋爱期间，
她不慎怀孕。“我是演员，工作
较多，本不想怀孕，但考虑到打
胎对身体影响很大，加上叶某也

强烈要求生下孩子，不得已我只
好辞去了工作。”张某在起诉书
中称，辞职后自己失去了较丰厚
的收入，母亲为照顾自己也丢掉
了工作。

2018 年 2 月 27 日，张某和
叶某签订了婚前协议，双方约
定，从领取结婚证一起生活起，
叶某每月支付张某人民币 1 万
元，如因叶某的原因离婚，张某
还将获得叶某的一套房屋。次
日，两人登记结婚。

尽管有婚前协议作为约束，
两人婚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
般幸福。张某称，婚后，丈夫经

常夜不归宿，且不按婚前协议的
约定给付生活费。两人因此经常
争吵，最终导致感情破裂。

2019年5月，失望透顶的张
某与叶某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因
叶某承诺婚前协议继续履行，所
以张某就没把婚前协议的内容写
进离婚协议中。但此后，叶某一
直未履行婚前协议的约定。无奈
之下，张某将叶某诉至法院要求
履行婚前协议，给付自2018年2
月 28日起至 2019年 5月 25日的
生活费共计15万元。

在法庭上，叶某辩称，案件
是债权的诉请权，现已过诉讼时

效。此外，前妻起诉状中所写内
容与事实不符，双方在离婚协议
中已经写明双方无共同债权债
务。对此，张某提出叶某曾以买
房后无力支付生活费为由要求暂
缓支付，自己起诉并未超过诉讼
时效。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自愿签
订的婚前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
决叶某给付张某15万元。

据了解，在西方国家，签订
婚前协议已经非常普遍，近年
来，在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签订婚前协议，但很多年
轻人会把山盟海誓写入协议当

中。对此，原告方的代理律师认
为，准夫妻双方在婚姻登记之前
进行婚后财产约定应予肯定和鼓
励。但如何签订有效的婚前协
议，以下几点应引起重视：一、
做这类约定时，不要把权利全部
给一方，而把义务全部给另一
方，这样有可能因内容过于绝对
而导致无效。二、不要以限制另
一方人身自由为条件，例如，不
得离婚等等。三、在约定时，建
议尽量釆用法言法语等专业语
言，而不要釆用“净身出户”等
模棱两可的字眼。

情侣分手结算恋爱花销
男方万元欠条未兑现被诉

本报讯 （记者 小
许 通讯员 邵佳婷）情
侣分手是常事，如今流
行一句话“分手不吵
闹，江湖好再见。”可
就有这样一对奇葩情
侣，分手时，双方结算
恋爱期间互赠衣物、欠
款，男方写下万元欠
条，之后未兑现，被女
方告上法庭。

去 年 年 底 ， 蔡 某
（女）与陈某通过网聊结
识，确定恋爱关系。今年
4月份，双方因纠纷决定
分手。他们就恋爱期间双
方互赠衣物、钱款进行结
算，“这件衣服我买给你
花了 800 元，情人节我花

掉了 998 元，这是我买给你的
项链价值 1200元……”结算最
后，陈某同意返还蔡某 10000
元，并出具了欠条。但之后，
陈某未能兑现欠条上的承诺，
分文未付，蔡某在催讨无果的
情况下，诉至法院，要求陈某
按欠条支付欠款10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
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 58条“合同无效或者
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
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

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
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
案中原告蔡某与被告陈某因
恋爱分手后，双方就恋爱期
间所互赠物品行为达成新
的合意，陈某自愿将恋爱
期间双方所花费的费用进
行折抵，转化为由其承担
的欠款的形式并出具欠
条，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同时，陈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应当承担由自己行为
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
原告蔡某要求被告陈某
支付欠款 10000 元的诉
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离婚后女子查出怀葡萄胎
前夫被判付50%医疗费

本报讯 （记者 小许 通讯
员 法立） 离婚 20多天后，女
子被查出怀有葡萄胎，治疗花
去 5万余元，前夫该不该承担
医疗费？为了这笔费用，二人
再次对簿公堂。日前，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

2019 年 5 月 5 日 ， 刘 某
（女）与张某经法院主持调解
达成离婚协议。6月 1日，刘
某做彩超显示可能怀了葡萄
胎，后诊断为妊娠滋养细胞
疾病。刘某住院做手术，共
花费 5万多元，扣除农村新
型合作医疗国家报销3万余
元，刘某实际花了2.3万余
元。刘某认为，由于前夫
的原因，她的身体受到

了创伤，以后可能会不孕，
要求张某承担医疗费。张某
不承认刘某怀的是自己的
孩子。刘某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经医
疗机构病理学检查，刘某
怀的葡萄胎形成于二人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
刘某请求张某承担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因其怀有葡
萄胎而住院治疗产生的医
疗费 23427.88 元的一半，
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
持。法庭一审判决张某于
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
一次性支付刘某医疗费
11713.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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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钓鱼网站，一部境外手
机卡，一条看似官方实则伪装的手
机短信，就这样，苹果手机用户在
不经意之间，iCloud账号密码就被
非法解锁团伙截取。经公安机关
侦查，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犯罪嫌疑人陈某宇、刘某兴等
15 人相继落网。其中，刘某兴等
14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移
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6月 27
日，陈某宇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被丹阳市检察院依法批准
逮捕，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之
中。

“市场”诱惑：非法获取的大量
苹果手机。2019年 3月 4日，丹阳
市公安局发现一名微信号为“*神”
的犯罪分子采用木马病毒侵入他
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遂迅速展开侦
查。据公安机关侦查，目前，像秦
女士这样遭遇的苹果手机用户有2
万余人，这些真实的账号密码被犯
罪分子钓鱼后用作非法解锁的“万
能钥匙”。犯罪嫌疑人李某恒曾经
在郑州打工，因为收入低，一直想
换份来钱快的工作。2018年 10月
以来，他通过聊天软件找到了专门
发解锁手机广告的多个QQ群，和
网友相互加为好友之后，便慢慢形
成了“解锁”的朋友圈，大家相互推
荐做手机解锁生意，认为这种生意
不需要投资，只要推广业务、多接

单子，来钱最快且一本万利，于是
在“圈”里朋友的介绍下，李某恒印
制了大量名片并附上 QQ、微信
号，几天之后，便有了数十名客
户。李某恒交代，他结识的这些客
户都是做二手手机买卖的，这些人
要求解锁苹果 ID的手机都不是自
己的，而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得到的
手机，这些手机都有一个专门的
iCloud账户，如果没有解锁，卖出
去价值就很低。只有获取了真实
的账号密码并解锁、刷机，手机才
能卖出好价钱。于是非法解锁苹
果手机就拥有巨大的市场。

钓鱼网站、手机卡、短信合成
骗局。有了货源，要解锁苹果手
机，必须获得苹果手机用户的
iCloud账户和密码，“钓鱼网站”就
成为必选套餐。15名犯罪嫌疑人
中从事解锁生意规模最大、曾经在
北京大兴区经营过手机店、QQ昵
称为“*神”的刘某兴供述，“钓鱼网
站”就是利用“源码”“服务器”“域
名”搭建一个网站，网站做出和真
实的苹果官方 iCloud官网登陆界
面一样，丢手机的人在网站上输入
了账号、密码，他的账号、密码就会

被存到网站后台，网站后台就会发
送 来 他 设 定 好 的 鱼 邮 件 到
8758****@qq.com的邮箱，这样他
就可以看到该用户的账号、密码。
2018年 8、9月份，刘某兴通过QQ
从网友阿华处购买一套搭建钓鱼
网站工具，在网上租“服务器”和

“域名”，开设了钓鱼网站。刘某兴
用不同的手机注册另 50多个QQ
号，并分别加入到各种“手机解锁
QQ群”里发出大量“租站”“解锁”
字样的广告。久而久之，解锁手机
ID和租钓鱼网站的客户多达数百
人。

黑色产业链：官解和非官解的
非法“生财路”。这 14名犯罪嫌疑
人从事“解锁”生意的收入，与他们

“解锁”的成功率有着必然联系。
起初，刘某兴等人都是通过不同的
QQ群随机寻找技术上线，成功率
也没有保证。直至2019年1月，刘
某兴等人找到名为“**信息”公众
号的经营者陈某宇。2019年 1月，
刘某兴发现陈某宇发布了大量官
解手机的广告。陈某宇通过自己
微信公众号和网站开始大批量接
单，他首先要确定带有 ID锁的苹

果设备是否是白名单，然后通过苹
果官方的 iTunes软件对该苹果设
备恢复到出厂设置，帮助他人成功
解锁后将非法渠道获得的苹果手
机高价卖出。据陈某宇供述，仅刘
某兴就委托他“大官解”（指百分之
百成功解锁）40余次，花费 4万余
元，平常陈某宇的支付宝流水账都
有两三百万元。

检察官提醒：苹果手机解锁最
好通过官方渠道。4月11日，公安
机关以刘某兴等 14人涉嫌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移送丹阳市检察
院审查逮捕。该院审查后认定刘
某兴、李某恒等 8名犯罪嫌疑人在
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涉嫌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遂依法对其批
准逮捕。6月18日，上述14名犯罪
嫌疑人移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起
诉。检察机关审查查明，2017年以
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兴、马某杰、李
某刚、杨某超、周某胜等 10人收集
他人手机的串号及电话号码并委
托他人非法解锁。吴某强、王某
敏、李某海、吴某家等 4人接受他
人委托，使用非法获取的 ID账号、
密码登录苹果手机 iCloud网站将

设备管理栏中相关设备进行移除
而非法解锁苹果手机。6月21日，
陈某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移
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逮捕。6 月
27日，丹阳市检察院依法对陈某宇
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批
准逮捕。该案的承办人、丹阳市检
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骆劲松介绍，
计算机信息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
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设备等，智
能手机和计算机一样，使用独立的
操作系统、独立的运行空间，可以
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等程序，并可
以通过移动通讯实现无线网络接
入，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计算机
信息系统”，上述犯罪嫌疑人的行
为，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
行修改、干扰、破坏的行为，该案严
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涉案人员
多、地域广、社会危害大。他提醒
消费者，苹果手机解锁应通过官方
渠道，一旦手机丢失应立即向苹果
公司备案登记，收到陌生短信和邮
件时，点击链接需谨慎，要先拨打
官方客服热线确认真伪，切莫轻信
钓鱼网站，避免上当受骗。

万余部苹果手机账号密码被“出卖”
15人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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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疾控 窗窗之之
丹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

健康
热线：86560308

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
由中央财政提供经费，地方政府
组织发动，省级医疗专家组提供
技术支持，在指定行政村为居民
提供免费的上消化道内镜和病
理诊断检查。项目旨在提高目
标人群食管癌、贲门癌、胃癌等
常见上消化道癌症的早期诊断
率、早期治疗率，从而提高癌症
患者生存率，降低死亡率。

项目实施七年来，我市开展
内镜筛查累计达7315人，发现上
消化道癌症病例96例，其中早期
病例 76例，检出率为 1.3%，早诊
率达 79.2%，治疗率为 86.5%，随
访率76.6%。2015~2017年，我市
连续获得国家“优秀项目点”称
号。

2015 年丹阳市恶性肿瘤报
告显示，我市恶性肿瘤发病顺位
中，胃癌居第一位，其次为食管
癌、肺癌、结直肠癌和肝癌。

2017年丹阳市死因监测分析报
告显示，我市居民前三位的死因
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
脏病，导致我市居民致死的前五
位恶性肿瘤依次为胃癌、肺癌、
食道癌、肝癌及结直肠癌。

肿瘤预防，刻不容缓。为切
实做好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
目，维护群众身体健康，我市多
措并举，全力推进，先后在新桥、
珥陵、吕城和陵口四个乡镇开展
内镜筛查工作。

一、领导重视，行政推动到
位。

2013年，丹阳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下发了《丹阳市上消化道癌
早诊早治项目实施方案》，成立
了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
组，明确了工作目标、工作模式、
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市卫
生健康委成立了流行病学组、内
镜组和病理组，明确了市疾控中

心、市人民医院和卫生院的职责
分工，以“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开展实施早癌项目，从而确保项
目工作的质量。

二、大力宣传，组织发动到
位。

项目工作模式采用镇政府
组织宣传发动，镇卫生院负责内
容筛查和随访，市人民医院负责
病理诊断，市疾控中心负责技术
指导、数据汇总和上报，市卫健
委负责组织协调。为提高群众
对该项目的知情同意和参与度，
开展筛查的镇政府、卫生院充分
利用各种媒体、场合和平台，大
力宣传上消化道癌防治知识，提
高群众对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
的认识，组织和动员群众积极参
加筛查。

三、合理安排，科学管理到
位。

为探索实施符合我市特点

的科学筛查流程，我市积极组织
参观学习优秀项目点，汲取先进
经验。项目实施期间，积极参加
国家和省组织的各类业务培训，
锻炼了优秀的内镜和病理人
才。项目开展严格按照《上消化
道癌早诊早治目技术方案（2014
年）》执行，由市疾控中心积极向
省项目专家请教，指导乡镇项目
点开展内镜筛查，对项目严把质
量控制，从而确保项目工作任务
保质保量地完成。

四、加大投入，专业技术到
位。

市卫健委以项目为抓手，在
实施项目的乡镇卫生院，优先添
置胃镜设备，升级内镜消毒设施
及场所，优化基层内镜筛查流
程。项目实施以来，通过参加国
家和省里的针对性技术培训和
在实践中操作，筛查点内镜医生
的技术水平和操作熟练程度得

以显著提高，该项目为基层培养
了一批内镜医生，提升了我市内
镜筛查的软硬件水平。

“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个
生命，拯救一个家庭”，由于早癌
治疗的经济负担较轻，并且预后
良好，基本能够根治，所以早癌
项目在我市广大群众中引起了
积极响应，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
项目成效显著。目前，市卫健委
已将此项目作为实施签约服务
的创新内容，纳入全市工作指标
中，预计完成筛查 3000人次，此
项工作的创新与推广，使得早癌
项目继续可持续发展，为我市人
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健康服务。

2012年，我市被确定为国家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地区之一。7年来，发现上消化
道癌症病例96例，早诊率79.2%，治疗率86.5%。

实施“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降低肿瘤危害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束霖平）近日，国家标准委
公告成立“全国个体防护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眼面部防护分技术
委员会”SAC/TC112/SC1，明确
该技术委员会由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和丹阳市检验检测中心（国
家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联合承担秘书处工作，这标志着
我市眼镜行业获得了眼面部防

护生产制造领域国家标准制订
的话语权。这是我市继“全国服
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镜验配
服务分技术委员会”后，获得批
复成立的第二个全国标准化技
术组织。两个国家标准化技术
组织落户丹阳，将大大提升我市
眼镜行业的地位，有效促进我市
眼镜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

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眼面部防护分技术委员
会（SAC/TC112/SC1）承担了太
阳镜、运动防护镜、工业防护镜等
重要民用和工业用个体防护产品
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宣传和推广
以及对口 ISO/TC94/SC6 国际
标准化工作的管理工作。

联合秘书处将充分发挥各
方力量，通过研究和起草眼面部

防护重要产品和重要物理化学
特性的测量方法标准（国家标准
或联盟标准），消除测量方法的
差异，补充和完善标准和技术法
规，从而切实增加丹阳眼镜行业
话语权，为丹阳制造的眼面部防
护产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破
除国际贸易性技术壁垒，实现新
的国际突破提供标准化方面的
技术保证和法规支持。

我市获批成立第二个全国标准化技术组织
眼镜行业又获得眼面部防护生产制造领域国家标准制订的话语权

本报讯 （记者 张吴）
11 日上午，经专家组数轮评
审，全市中小学生“我家门口
那条路”主题征文大赛评选结
果出炉，共评选出一等奖 10
篇、二等奖 20 篇、三等奖 30
篇、优秀奖若干。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人
民政府主办，市交通运输局、
市广播电视集团、丹阳日报社
承办。活动举办初期便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学校的积
极响应，共收到各类体裁征文
586 篇，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视
角，将记忆揉进文字，把生活
细节组成感悟，在一篇篇作品
中，用笔触见证着条条大路的

“梦想照进现实”。
“丹阳是全国四好农路示

范市 （县），此次征文活动是
我市贯彻落实党的‘把农村公
路建好、管好、护好、经营好
’的重要组成部分。”交运局
相关组织人员表示，征文主题
聚焦学生成长过程中见证的家
乡道路巨变，反映“四好农村
路”建设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
实实在在获得感和幸福感，展
示新时期农村公路的新风采，
彰显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的新
魅力。

扫码看获奖名单

30名职工领取互助保障二次慰问金
本报讯（记者 魏郡玉 实

习生 姚恒威 通讯员 蒋雪薇）
8日上午，市总工会举行“爱心
救助二次慰问”互助保障慰问
金现场发放仪式，为受助的职
工会员发放二次慰问金。

据悉，今年6月初，中国职
工保险互助会镇江分会开展了

“爱心救助二次慰问”活动，我

市总工会及时制定了活动方
案，秉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
则争取这次活动的受益人数，
最终市总工会支付了 72000多
元二次慰问金，惠及符合受助
条件的 30名职工会员，尽可能
帮助他们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多年来，市总工会始终把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作为一项为

职工解难、不断增强工会吸引
力和凝聚力的民心工程，在解
决职工看病难看病贵、大病致
贫致困等实际困难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截至今年上半年，
我市在保人数 2万余人，累计
支付赔付金和二次慰问金 90
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
讯员 姜黎黎）近段时间，高温
天气持续，但热浪滚滚、高温炙
烤并未阻挡朝阳市政干部职工
建设管理城市的脚步。

上午 10点，在新民东路原
地税办公楼两侧的弄堂内，朝
阳市政维修队的职工正在与高
温抗衡，抢抓时间维修坑洼不
平的道路，安全帽下被热辣辣

的太阳和脚下 180度极端高温
沥青蒸腾得豆大的汗珠不停地
滴落，汗水湿透的衣服紧贴着
背，很快就呈现一层白白的汗
渍，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战高温
斗酷暑的建设场景。无独有
偶，下午 3点，在天颐城 5号楼
前，朝阳市政装潢渣土收费科
的职工们正在收集清运居民堆
放的装修垃圾，每做一个动作，

他们脸上的汗水便直流而下，
连眼睛都难以睁开。

记者从朝阳市政了解到，
像这样高温天气仍然坚守一线
岗位的还有雨水管网疏通工
人、桥梁和设施巡查人员以及
安全督查人员等等，他们用辛
勤的劳动坚守服务市民的责
任，为建设精致精美丹阳挥汗
如雨。

“我家门口那条
路”征文大赛评选
结果出炉

“市政人”不惧高温守岗为民

本报讯（记者 魏郡玉 实
习生 姚恒威 通讯员 李建中）
近日，市超硬材料工具商会“纳
税人之家”成立，并开展了首次
活动，为会员讲解减税降费等
热点税法知识。

超硬材料工具商会的背后
是切削工具制造业，这是我市
传统支柱行业。据悉，我市现
有超硬材料工具生产企业达
400余家，从业工人 3万余人，
其中有 80 多家商会会员企
业。今年上半年，超硬材料工
具行业实现销售29.59亿元，纳
税1.36亿元。

市超硬材料工具商会
“纳税人之家”授牌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张佩婷）台风“利奇马”
过后，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
作人员昨日上午前往各景区查
看受损情况。经实地查看，除
个别景区有少量树木和广告牌
被吹倒外，我市景区基本未受
到台风天气影响。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作
人员表示，早在台风来临前，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已通知全市所
有景区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其
中，涉及游船、水上交通、高空
作业等易受天气影响的项目一
律关闭。

我市大部分景区
未受台风影响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周建中）8月 10日，省丹
中举办“感恩·责任”主题社会
实践活动，近40名2019届优秀
毕业生参加了活动。

怀着感恩与敬仰之情，同
学们来到市总前委旧址聆听讲
解，学习革命先烈的伟大事迹，

感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随
后，同学们又来到江苏仅一包
装技术有限公司，感受公司的
企业文化，参观现代化办公区
和自动化工作区，并与公司创
始人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据介绍，近年来，省丹中经
常组织学生开展“感恩·责任”

主题教育活动，在实践活动中
引导他们学会感恩，帮助他们
形成良好的责任意识，并把这
种责任意识转化为孜孜以求、
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取得了
较好的教育效果。

当天，该校还进行了优秀
毕业生颁奖仪式。

丹中开展“感恩·责任”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