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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朋友借钱被拒后，男子心
生歹念，乔装成女性偷偷溜到朋
友住处，趁着屋内没人，从门外的
鞋架上翻出钥匙开门进屋实施盗
窃。12月 17日晚上，
这一幕发生
在翔安区马巷镇。
翔安警方快速出击，接到报
案后 6小时内将嫌疑人抓获。目
前，嫌疑人麻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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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日一早，住在翔安
区马巷镇的田先生报警称，他下
班回家后发现自己放在房间钱包
内的 2000元现金不见了，怀疑已
被盗。接警后，
马巷派出所民警康
良伟、陈朝晖迅速赶到现场，经勘
查发现楼道内装有一个监控摄像
头，
正对着田先生房间的方向。于
是，陈朝晖马上联系房东调取监
控视频。
通过查看视频，民警发现 17
日 21时，一名身穿粉色连帽外

套的长发 “女子” 出现在楼道
内 ，然 后 低 着 头 走 到 田 先 生 门
前，弯下腰在门口的鞋架上一阵
翻找，很快便从一只鞋内掏出一
把 钥 匙 ，熟 练 地 将 屋 门 打 开 进
入。几分钟后，
“女子” 走出来，
将屋门锁好，把钥匙放回鞋中，
然后离开。
民警注意到，此人从进入楼
道到最后离开，全程始终没有抬
头，而是将脸部挡住，似乎是有意
在躲避监控摄像头。陈朝晖将视
频拿给田先生看，田先生表示，他
不认识该“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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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复查看视频，民警发
现画面中的“女子”有些奇怪，在
其弯腰翻找钥匙的过程中，长发
全部朝着脸部左侧垂下，右边看
不到头发。陈朝晖分析，
如果正常
人弯腰低头，头发会顺着脸部两
侧自然分散下垂，
可视频中的“女
子”在低头时头并未转动，头发却
仅朝着左侧垂下，
这违背常理。根
据经验判断，陈朝晖认为只有两

种可能:
“女子” 也许戴着假发，
或者嫌疑人用了障眼法，男扮女
装来误导警方侦查。
随后，警方扩大了侦查范围。
据田先生反馈，上个月朋友麻某
曾找他借钱，因为他最近手头不
宽裕，
就拒绝了对方的要求。田先
生还告诉民警，麻某之前多次来
他的住处玩，知道他有将钥匙放
在门外鞋子里的习惯。
根据田先生提供的线索，通
过体貌特征比对，陈朝晖发现，麻
某的身高、体型与视频中的 “女
子”相似，
初步判定麻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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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翔安分局刑侦大队协助
下，马巷派出所立即对线索展开
研判，掌握到麻某出现在同安区
某宾馆内。为尽快将嫌疑人绳之
以法，民警康良伟、陈朝晖立即驱
车前往宾馆核实查证，成功找到
了麻某。
民警的突然出现令麻某十分
意外，
他开始忐忑起来。陈朝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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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分家析产时未书面明
确归属，面临征地拆迁产生的利
益冲突，家住海沧的邹家兄弟母
子对簿公堂。日前，
海沧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
对此案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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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家兄弟的争议起源于上世
纪 80年代的两次分家。1985年，
邹家的老大邹甲成家，其父亲邹
大爷名下的两处房产被分成三
份，
由兄弟三人抽签分得。邹甲独
立分得一处，邹乙和邹丙各分得
一部分。两年后，邹乙成家，邹家
进行第二次分家，将邹乙和邹丁
分得的房产分割清楚。
按照闽南风俗，邹家三姐妹
未能参与两次分家。邹家只留了
房间给尚未出嫁的女儿居住，邹
大爷和邹大妈留了两间房给自己
使用，这两间房均在邹乙分得的
房产中。
此后，邹家三兄弟都加盖或
翻建了各自的房产。1992年，邹
乙还曾向邹甲购买了部分房产，
用于翻建自家的房子。虽分家了，
但邹乙和邹丙的房产权属仍登记
在邹大爷名下，而邹大爷于 2011
年离世了。

去年，邹乙的房产被纳入征
地拆迁范围，房屋征迁公司上门
拍照，进行公证存证。这时，一家
人的矛盾爆发了。邹乙认为，
房产
归他所有，其中包括他父母留着
住的两间房，那么征迁产生的利
益理应全部归他所有。
但其他人却不认可。邹甲认
为，邹乙翻建时用到其分房所得
的一间房和半间厅，并非邹乙所
称的买卖，
房子仍是邹大爷的。邹
丙亦认为，房产权属在邹大爷名
下，
邹乙无权独占征迁利益。
这场官司中，邹大妈作为第
三人也参与诉讼，为此还特地请
了律师。律师提出，当年分房，分
割的是房子的使用权，并非所有
权，邹乙房产的所有权仍归邹大
妈夫妇所有。
邹大妈的大女儿表示，若房
产仍归父母所有，那么她也应分
得份额。另外两个女儿则放弃相
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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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邹甲分家析产时并未
留下任何字据。为此，
法院向当年
见证的亲戚询问分家的经过，并
实地查看房子格局，核实具体的
分割方案。经核实，
法院确认分家
析产的事实，认为邹家邀亲戚在

麻某神色慌张，心里有了答案，他
走进屋内，环顾四周，从椅子上找
到视频中“女子”穿的那件粉色
外套。麻某见事情败露，
只好低头
认罪，交代了自己男扮女装实施
盗窃的犯罪事实。
麻某今年 24岁，贵州人，没
有固定工作。据麻某交代，
他事先
购买了假发，企图男扮女装误导
警方侦查，作案后立即将假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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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原以为整个过程天衣无缝，不
料还是被细心的民警找出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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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化名）今年 29岁，家
住海沧，
最近想换工作。近日，
他
接到一家公司的拟录取通知，立
即将好消息和父亲分享。父亲却
担心有人将他的名额挤占掉，便
着手准备送礼。为此，二人因观
点不一致吵了起来。
父亲告诉小志:
“找工作送
礼是人之常情，送点礼又花不了
多少钱，只要能录取就行。”小
志则担心父亲这样做会弄巧成
拙，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进
而取消对自己的录取。他表示，
他是成年人，他的事不允许父亲
插手。

父亲责怪儿子不识好人心，
儿子对父亲送礼的想法感到丢
人，二人争吵不停。父亲说不过
小志，一冲动便打了小志一巴
掌；小志年轻气盛，反手也打了
父亲一巴掌，二人扭打起来。旁
人立即报警。
派出所民警赶到，将小志及
其父亲带回派出所调解。经调解
和沟通，父子二人的情绪慢慢缓
和下来，小志承认自己太冲动，
不该打父亲，父亲则表示自己脾
气不好，一急躁就动了手，以后
会改正。经过调解员与民警劝
说，二人互相道歉，父子和好如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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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见证分家析产等情形，符合闽
南地区父母健在时就将家庭财产
分给男丁、对于未出嫁的女儿则
保留房间让其居住的风俗习惯。
在分家后长达 30年里，三兄
弟对各自分得的房产进行居住使
用和管理。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 明确提出不动产物权的所
有权与使用权等概念。为此，
法院
认为，邹大妈所提出的分割使用
权、未分割所有权，不符合事实，
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
邹大爷
留下供夫妇二人使用的两间房，
法院认为属于邹大妈所有。
对于邹乙提出的确认其房产
及该房产的拆迁利益归自己所有
!"#$%&'()*+,'(+的请求，法院经过 5次庭审，最终
受委托，
定于 2019年 12月 27日 10:
0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999
号 301A室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 !"#
作出一审判决，确认除了邹大妈
)'*+,$ $%# )'-./ &#' )'0/ %& )1 竞买保证金缴交截止至
所有的两间房，其余均属邹乙所
2019年 12月 26日 16:
30
（以实际到账并办理竞买手续为准）。
即日起预约看样，
234565110110
有。
至于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
法院认为，这涉及拆迁政策、人口
789:;<=>? ( @ABCDEFGHIJKLM拟采用网络
的优惠及奖励等，具有不确定性， 竞价方式对外公开招租。NOPQ62020年 1月 22日 9时 30分，RSP
Q62020年 1月 16日 -17日，TUPQ62020年 1月 20日 9:00-17:00
且该房产尚有部分属于邹大妈所
（保证金需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账），TUVW)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祥
有，与本案所审理的物权确认是
桥路 78-84号资产管理公司。
（保证金及报名资格详见厦门市公共资源配
置网竞价公告），XY4567370977 Z[6www.
xmzyj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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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法律关系，邹乙应在拆迁
权益发生纠纷时，
另行主张。
针对此案，法院建议市民，分
定于 2019年 12月 30日 9:00在同安区西池一里 77号之一公开
家析产时一定要签订书面协议进
拍卖:\]%^*_`O $## a1 交纳保证金及办理报名手续截至 2019
行确认。 
年 12月 27日 16:00之前，RSPQ62019年 12月 25日 -26日。
XYb560592-7370977，Z[6ww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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