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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男子突然离世，妻
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张 4 万
元的存单。当妻子拿着这张存
单去银行取钱时却碰上了不小
的麻烦。无奈之下，女子将银
行告上法庭。近日，金坛法院
公开宣判了这起储蓄存款合同
纠纷，女子顺利取回了存款。

金坛人柳女士与丈夫杨先
生是一对夫妻，两人未生育子
女。今年 3 月份，杨先生突然
因病去世。料理完老伴后事
后，柳女士开始整理老伴留下
的遗物。结果发现老伴名下有
一张金额为 4 万元的银行存
单。

存款单显示，这笔钱是杨
先生在2014年存入银行，存期
为两年，约定转存期本息自动
转存。

柳女士本想着拿着存单就
能到银行顺利取回存款，没想
到在取钱时碰上了不小的麻

烦。银行认为，柳女士没能提
供关于继承权的有法律效力的
证明或者公证书，因此她不能
取款。

而要去办理公证时，柳女
士又遇到麻烦，因为她和杨先
生早年结婚时没有领证，无法
证明她跟杨先生是夫妻关系。
而要证明夫妻，还要办理好多
证明。无奈之下，柳女士不得
不再去银行进行解释，可银行
坚持要有合法手续。在屡次遭
拒后，今年 7 月，柳女士将银行
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存款及
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柳女
士与杨先生虽然没有取得结婚
证，但两人从1991年即开始同
居，并在当地举办了婚礼，属于
事实婚姻。杨先生的那张存款
单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杨先生去
世后，柳女士作为其配偶及上

述存款的共有人，有权到被告
处支取该存款，银行应当予以
支付。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银行
向柳女士支付存款及利息。判
决生效后，银行已按照判决书
主动履行了付款义务。

法官提醒：在存款人去世
的情况下，银行往往根据《储蓄
管理条例》的规定，合法继承人
只能通过关于继承权公证书，
或者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
书等，才能办理过户或支付手
续。因此，为了避免麻烦，在确
保账户安全的前提下，建议储
户平时应该将自己基本的资产
情况告诉值得信赖的家人。另
外，老人们应该摒弃过去守旧
观念，最好通过立遗嘱的形式
对名下的财产提前进行分配，
事先做好规划，避免类似尴尬
情况发生。

（王蕊 殷益峰）

男子突然去世留下存单，亲人取钱需提供证明

女子无奈状告银行取回存款

本报热线86633355 10月
16 日上午 10 点左右，一名男乘
客在公交一公司 BRT 车队的
B2 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后一屁
股坐在了地板上。当班驾驶员
李云珍立即上前查看，并和两
位热心乘客一起，将他送到了
最近的常州中医院，还自掏腰
包帮男乘客挂了号。

昨天记者从车队了解到，当
时李云珍驾车行驶到天宁寺附
近，从后视镜里看到，在 2 号门
旁的地板上，坐着一名男乘客。
她喊男乘客不要坐在地上，对方
既不回答又不起来。她觉得情
况不对，就把车停好并下来查
看，发现男乘客年约50岁左右，
脸色煞白，闭着眼睛眉头紧皱，
痛苦地说自己心口疼。

李云珍见状，连忙上前告
诉男乘客，说附近就是中医院，
她可以送她先去医院诊疗。于
是她和两名热心乘客一起，搀
扶起男乘客，将他一直送进了
急诊室。

得 知 男 乘 客 身 上 没 有 带
钱，李云珍二话不说，就自掏腰
包帮他挂了号。经过医生急
救，男乘客病情得到了缓解。
李云珍这才放心地返回车上。

原来，男乘客姓段，居住在
金坛，生活较为拮据，患有心脏
方面的疾病。当天在乘车时突
然心脏绞痛起来，幸亏驾驶员
及时帮助，段师傅经过治疗已
经恢复并出院了。

（金群峰 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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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乘客在B2公交车上突发心绞痛

女驾驶员搀他去医院还帮着挂号

本 报 热 线 86633355 10
月 18 日上午，受害人王某到滆
湖派出所领回了自己被抢的手
机。原来，王某的手机在前不
久被李某云抢走。李某云被抓
后，担心多次的盗窃前科会让
自己成为“累犯”，就自作聪明
地报上了弟弟的姓名，想成为

“ 初 犯 ”，达 到 减 轻 刑 罚 的 目
的。不过，李某云的小心思被
民警识破。

10 月 9 日晚上 6 时许，23
岁的市民王女士独自步行回到
滆湖某小区，当走到自家门口
时，正低头看手机微信的王某
被人从左侧夺去手机。当王某
下意识抬头时，只见一名陌生
男子扭身向东窜去。王某紧跟
不舍，无奈体力不支，最后只能
报警。

被抢的手机，是王某于去
年9月份花6550元买的。因事
发突然，天色较暗，王某并未看
清男子的长相，只记得男子体
型较胖，短发，170 公分左右，
身披一件黑色外套。

根据王某提供的线索，警
方迅速开展视频侦查及守候伏
击工作。10 月 10 日傍晚 6 时
许，民警在滆湖某手机维修店

将前来销赃的嫌疑男子逮了个
正着，并在其身上搜出了王某
被抢的苹果6S手机。

审查中，男子自称李某元，
现年 23 岁，江苏沭阳人。人口
信息库内显示，嫌疑男子与李
某元的容貌大相径庭，但其所
报父母的身份信息却十分准
确。通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
现嫌疑男子实为李某元的哥哥
李某云。经教育，嫌疑男子最
终道出了假冒弟弟的原委。

原来，现年 27 岁的李某云
因多次盗窃前科，今年 3 月中
旬才刑满释放。据李某云交
待，他虽然“四进宫”，但因每次
的涉案金额不高，父母又积极
退赃，所以服刑都不重，少则几
个月，多则一年。此次重获自
由后，李某云因游手好闲被父
母指责，加上与妻子吵架，负气
出走的他就来到武进打工。在
武进某企业打工仅一个月，他
就因工资低、不自由而辞职，随
后在武进先后抢夺、盗窃手机
各2起，涉案价值1万余元。

目前，涉嫌抢夺、盗窃的嫌
疑人李某云已经被武进警方刑
事拘留。

（黄颖 何一智）

担心盗窃前科让自己成“累犯”

他冒了弟弟的名，想减刑

中央花园别墅区

一共22栋别墅，有20栋搭违建
“这个小区，大部

分别墅都在搭违建。”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
映，中央花园小区别墅
区的违章搭建现象十
分严重。常州晚报记
者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从物业工作人员处得
知，别墅区一共 22 栋
别墅，有 20 栋搭了违
建。昨天，记者从三井
街道城管科得知，从
2014 年年底至今，执
法队员先后 6 次对该
小区进行拆违，但效果
并不理想。下一步，他
们会将此事上报，按程
序进行执法。

17 日 上 午 ，记 者 来 到 中
央花园别墅区，河边靠角落
的一栋别墅，明显比其他别
墅高大，体量接近两倍。记
者看到，现场的施工已经接
近尾声。一名路人说，这栋
别墅扩出有一小半，“这里的
别墅交付了没几年，不可能

要翻修，这么大规模的建设
肯定是加高加宽。”

记者在小区还看到，有两
栋别墅外墙安有脚手架，正在
施工。其中一名工人告诉记
者，马上就要完工，“我就是帮
主家干活的，其他不清楚。”

小区物业一名工作人员

说：“中央花园的别墅区，一共
有 22 栋别墅，目前已入住的有
4 户，其他都在装修。经统计，
22 户中有 20 户搭过或者正在
搭违建。”他说，物业没有执法
权，只能去劝导，“业主们不听
劝，我们也管不住，向城管反映
过，他们也来执法过。”

昨天，三井街道城管科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上午已
经赶到现场查看。

“其实，在 2014 年年底，
就有市民向我们反映中央花
园别墅区违建的情况。”该工
作人员称，他们当时赶到小
区进行执法，并发放了限期
整改的告知书，让业主停止

施工。“整改期限到了以后，
我们先后 6 次到场拆除违建，
还多次暂扣施工材料和施工
工具。”

但该小区的违建情况依然
存在。2015 年 10 月 17 日，由
城管部门牵头，建管、社区、物
业、业主代表开了座谈会，要求
业主按别墅原有建筑图各自进

行恢复。此外，要求物业、社区
对别墅区加强管理。“那次座谈
会后，争相搭违建的势头有所
缓和，但问题还是没得到根本
解决。”

该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此
事向上级部门汇报，依照相关
程序进行执法。

汪磊 文摄

街道城管科先后6次拆违，但违建屡禁不止

22栋别墅有20栋搭过或正在搭违建

别墅搭起了脚手架

公交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