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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兄弟对簿公堂争夺房产
哥哥早年同意弟弟居住现要求腾房 弟弟两审败诉提起再审
老郑去世后留下两套房产，由于没有留下遗嘱，郑氏兄妹对房产进行了法定继承，并到公证
处公证。 经过商议，小郑自愿放弃了两套房屋继承权，同意由哥哥大郑继承，唯一的要求是继续居
住在其中一套房屋内，大郑当时也欣然允诺。 可双方相安无事几年后，大郑提起了诉讼，要求小郑
腾房搬出。 经过两级法院审理，法院支持了大郑诉求，判决小郑腾房。 没有住房的小郑如今从情感
上实在无法接受，只好提出了再审申请。 目前，北京市高院受理了本案的再审申请。

屋藏古玩 首次强执腾房暂缓
为保障被执行人利益 二次执行时将其带至现场

哥哥变卦 要求弟弟腾房

老郑生前有两套已购公房，2006年去世
后，因其未立遗嘱，因此按照我国《继承法》规
定，郑氏兄妹对这两套房产进行了法定继承。
为此，郑家的 5名子女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由
大郑继承全部两套房屋，其余兄弟姐妹放弃继
承，但小郑可以继续居住在其中一套房屋内。
双方达成一致并公证后，大郑取得了房屋的产
权证书。

然而到了 2016年，大郑却将弟弟一家起
诉到了法院，要求小郑和家人从屋内搬走。大
郑诉称，小郑结婚时因自有住房面积稍小，他
因为亲情关照，才将自己的一套房屋暂借给弟
弟使用。但后来由于自身患有脑出血等重大疾
病，导致每年花费巨额医疗费，此后他多次催
促弟弟将上述房屋腾退返还，但弟弟不予理
会，因此才提出了起诉。

未附期限 弟弟一审败诉

面对哥哥的起诉，小郑辩称，双方在房屋
过户之前，就确认由其居住。现在自己没有其
他住房，于情于理都不应该让其腾退。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 《物权
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大

郑是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享有相应权利。
双方在公证材料中显示大郑同意小郑居住
在房内，是其本人对权利的处分，但并未附
加条件或期限，故大郑要求小郑一家腾房于
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大
郑的诉讼请求。

制执行。
在第一次腾退行动中，法院发
现涉案房屋内有闫某多件字画、古
玩、玉器等物品，有些物件还带有证
书，因为公证处无法确定真伪和价
格，因此腾退暂停。之后，晋某向法
院提交刑事自诉申请，要求法院追
究闫某“拒执罪”的刑责。经法院刑
事传唤，闫某主动到案，被处司法拘
留 15天。随后，闫某及其家人表示，
愿意配合法院将房屋内物品腾走。
昨日上午，房山法院再次对涉
案房屋进行腾退工作，被拘留的闫
某也被带到现场（如图）。闫某承认
自己之前拖欠了房租，表示很后
悔：
“之前做生意失败，手头紧就没
及时给钱，之后看到房东把门锁换
了，找他沟通，他一直不同意开门，
我这一生气就去外地了。后来他
说要起诉到法院，我以为他吓唬我
的，没当回事儿，谁知道闹成了这
样，现在我知道错了。”
执行法官介绍说，带闫某来
到现场也是为了保障被执行人的
李傲 / 摄
利益。

准备在网上开设电瓶租赁店 为节省成本不惜铤而走险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李傲）闫某
因没交房租被房东晋某告上法庭，
闫某败诉后一直拒绝腾房，随后法
院进行强执。在强执过程中，法官
发现屋内有大量古玩字画，因为无
法预估其真假和价值，执行被暂
缓，但将闫某拘留。昨日，房山法院
再次进行强执，被拘的闫某也被带
到现场，见证贵重物品被腾退。
2011年 9月 2日，租客闫某
从房东晋某处租赁了一套房屋，租
期为 3年，月租 2000元，押金
2000元。合同到期后，闫某继续承
租该房屋，租金调整为每月 3000
元。但在 2015年 9月 2日后，闫
某再未交过租金。
2016年 1月 13日，房东晋某
将房屋换锁。同年 4月 2日，晋某
将闫某诉至房山法院，请求法院判
令闫某腾退房屋，并支付租金
21000元及违约金 4000元。一审
开庭时，被告闫某缺席审判，法院
支持了晋某的诉求。判决生效后，
闫某提起再审申请，法院裁定驳回
闫某申请。随后，晋某申请法院强

王某欲开网店租赁电瓶，为节省成本，竟 胡先生辨认后确定该车不是自己的，但办案经
连续盗窃上百块电动自行车电池，最终被抓 验丰富的民警从与王某的几句闲聊中发现了
获。北京晨报记者昨日获悉，西城警方成功破 可疑之处。
获该系列盗窃案，起获被盗电动自行车 6辆、
自行车 1辆，充电器 63个，拆散的电动自行车 相似电动车引出嫌犯
电池 100余块，嫌疑人王某被刑事拘留。
面对民警的追问，王某开始慌张起来，虽
然他一口咬定电动自行车是自己买的，但他对
GPS 定位寻找被盗车
车辆来源的解释前后不一。民警判断，王某有
5月 27日晚 8点多，西城警方接到事主 重大嫌疑，遂依法检查王某租住的出租房，最
胡先生报案称，他停在立水桥附近的一辆白 终在屋内的大衣柜里、床铺下等处发现了大量
色电动自行车被盗，根据手机 APP显示的车 被拆散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并找到被拆下的胡
辆 GPS定位，被盗车辆当前位于西黄城根北 先生被盗电动自行车的 GPS定位器。
在铁证面前，王某终于承认了盗窃电动自
街附近。
西城警方立即安排当值巡逻民警及负责 行车和电瓶的犯罪事实。同时，根据他的供述，
该社区的社区警务队民警赶到现场。被盗电动 民警在西单图书大厦地下停车场起获了嫌疑
自行车 GPS定位指向的区域为一片老旧平房 人藏匿的事主胡先生被盗的电动自行车。
王某交代说，他因见物流快递员使用电动
区，错落分布着 7个平房院落，地理环境复杂，
因此虽有 GPS定位，胡先生却始终无法找到他 车频繁，于是在去年 9月萌生了一个“创业计
的车。
划”，开设一家网店，以每月 150元至 200元的
民警随即对 GPS定位点及周边的平房院 价格向快递员出租充好电的电瓶，随时满足快
落逐一查找，甚至找来梯子登上房顶搜索。其 递员使用，但还没等到网店开张，他就被抓了。
间，民警突然在其中一个平房院门口发现了一 王某同时交代，每次作案前，他都会提前踩点，
辆与事主被盗车同品牌的白色电动自行车。此 并选择连续停放多日的电动自行车下手。目
时，自称是该车车主的王某正巧出门，民警一 前，因涉嫌盗窃罪，王某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
边与王某交谈，一边等胡先生前来辨认。虽然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张静雅

北京警方连端 7 个网络吸贩毒团伙
3月 13日，专案组在丰台公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张静
安分局洋桥派出所设立临时指挥
雅）昨天，北京警方通报称，在近期
开展的“平安行动”中，历时 4天， 部，以禁毒总队、丰台分局为主导，
共抽调 20个派出所 120余名精干 抽调丰台分局警务支援大队、网安
警力，连续端掉 7个网络吸贩毒团 大队以及东铁匠营、新发地、洋桥
伙，抓获 56名涉毒人员，收缴各类 等 20个派出所的 120余名精干
毒品共计 1100余克，集中扫除了 警力，组成 20个工作组，全力开
影响我市治安稳定的风险隐患。 展集群打击。3月 13日至 16日，
今年 3月，市公安局禁毒总队 专案组集中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
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上贩卖毒 涉毒人员 40名，打掉涉毒团伙 6
品。随后，禁毒总队联合网安总队， 个，收缴各类毒品 600余克。
通过对已掌握的网络线索进行梳
经审讯，吸毒人员李某供述，
理，发现有 40余人疑似从事网络吸 一个以刘某为首的吸贩毒团伙，成
贩毒活动。经细致工作，民警逐步掌 员有 15人左右，频繁利用互联网
握了层级清晰、指向明确的涉毒团 通讯工具，采取“闪送”邮寄方式贩
伙关系网。据此，警方立即成立由禁 卖毒品大麻，供团伙成员吸食满足
毒总队、网安总队、丰台公安分局等 需求。鉴于此，专案组决定开展延伸
单位组成的专案组开展侦查。
打击，于 3月 16日晚一举抓获该
侦查员发现共有 6个网络吸 团伙主犯刘某及团伙成员 16名，
贩毒团伙，近期频繁利用微信、QQ 缴获毒品大麻 500余克。经审查，
等网络工具购买、贩卖毒品，部分 56名涉毒人员中，12名被丰台警
嫌疑人甚至会在家中组织“聚会” 方刑事拘留，44名被丰台警方行政
吸食毒品，毒品涉及大麻、冰毒。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上诉被驳 弟弟又提再审

一审宣判后，小郑不服提出了上诉。小郑
认为，他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是附条件
的，即房屋应由其一家人居住。大郑同意将房
屋使用权交给自己，是基于双方亲属关系，可
以看出大郑在公证时是附加有同意小郑居住
为条件的。二审中，小郑还找到姐姐、妹妹到庭
作证，想证明公证前大郑与小郑就对房屋使用
权做好了约定。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公证笔录中有大郑同
意小郑继续居住的记载，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及
证人当年到公证处，系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公证事项为继承房产，小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于继承、放弃继承权的法律后果应
有清晰认识。申请公证的小郑等人，应审慎、充
分、明确地表达对于房产继承的意见，以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法院认为，“同意小郑继续居住”与“大郑
同意小郑继续居住房屋系小郑放弃对房屋继
承权的条件”并非同一含义，为此法院对于小
郑关于附居住条件放弃继承权的主张不予采
信。加之大郑未承诺小郑居住期限，因此一审
判决处理并无不当。为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小郑上诉，维持原判。
经历两级法院审理后，小郑向北京市高院
提出再审。小郑认为，大郑在公证时表示房屋
由“小郑继续居住”，是双方合意而非单方表
示，即小郑继续居住在房屋内，即便未确定居
住期限，但未经与其协商一致，大郑也不能单
方变更或撤销合意。因此请求市高院撤销二审
判决。
目前，本案还在审理之中。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男子偷百块电池拟开店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