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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子女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老人转账给子女的钱
款是赠予还是借款？近日，相
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因离
婚纠纷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债
权债务纠纷案件时，因原告不
能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的书面债权凭证，驳回原告追
要55万元的诉讼请求。

在该起案件中，被告是原
告前儿媳。原告在儿子婚姻存

续期间，通过银行给儿子转账
50万元，同日，儿子将钱转给妻
子。原告称，50万元是儿子儿
媳欲买房向老两口借的钱，而
且该房屋是儿媳父亲购买，之
后儿媳又向他们借款5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
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
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
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
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 有 责 任 提 供 证 据 加 以 证
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后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原告
儿子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双方有大量生活消费支出，
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
转给被告的50万元是用于被告

之父购买房屋，汇至被告账户
款项的行为视为原告对其子女
的赠予。另，原告也没有提供
之后5万元的借款证明，且被告
对此也不予认可。因此，法院
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由于传统的婚姻
家庭观念影响，父母希望子女过
上幸福生活，往往不惜重金伸出
援手表达关爱之情。但当小夫
妻之间情感出现问题后，该部分
钱款究竟是赠予还是借贷，还需
看双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双方存在借贷合意。

法官建议，父母为子女婚
后出资购房的，最好对钱款或
者不动产本身以书面形式进
行明确约定，以避免日后不必
要的法律纠纷。

本报讯 自9月11日起，濉溪
县五沟中心学校的验菜员中多了
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是学校聘
请的 18 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
监督员和值班教师、食堂工作人
员一起检查菜品质量、数量和食
品保质期等，守护学生“舌尖上的
安全”。

针对校园食品可能出现的安
全隐患，五沟镇组织食安办、市场
所、中心学校等，在前期调研的基
础上探索推行校园食品安全家长
义务监督员制度，明确监督员的
工作职责、权利、义务。五沟中心
学校积极鼓励家长参与校园食品
安全监督工作，经过自我推荐、健
康体检、考察培训等程序，18名学
生家长成功入选，统一颁发聘书
和“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义务监督
员证”。

受聘期间，监督员采取现场
查看、视频监控、智慧软件查询、
食堂陪餐等方式，对学校食堂的
食材配送、加工制作、菜品口味、
食堂卫生等一系列流程进行监督

检查，及时收集、整理、报告学校
食品安全信息，指出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
改意见和建议。

为了促进监督员规范、高效
履职，五沟镇还建立了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评价激励制
度。定期对监督员进行考核和评
价，对取得显著成绩的个人，予以
表彰奖励；对学校安全事件、问题
或隐患进行瞒报、谎报、漏报的行
为，予以通报，必要时撤销监督员
的资格。

“通过专项督查和监督员日
常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校园
食堂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倒逼学
校食堂主体严格食材采购和食品
加工操作等程序，让学校食堂食
品卫生安全有保证、管理有实
效。”五沟镇副镇长盛彤表示，下
一步将结合实际，按照局部试点、
逐步推开、审慎推进的方式，在全
镇范围内推行“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义务监督员”制度，形成家校合
一、多方发力、齐抓共管的局面，
不断提升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

本报讯 9月20日，是第34个
“全国爱牙日”，淮北口腔医院医
护人员来到杜集区高岳街道高岳
社区为居民免费义诊，检查牙齿
健康情况。

居民陈秀云高兴地告诉记
者，平时牙齿就感觉不舒服，有专
业医生来到家门口进行免费的检
查，真是太暖心了。据了解，当天
活动是杜集区“暖民心行动”健康
口腔行动中具体工作安排，旨在
提高辖区居民健康口腔知识知晓
率，提升口腔健康意识。

今年6月份，杜集区实施暖民
心见行动健康口腔行动，将提升
口腔诊疗能力，降低口腔诊疗费
用，缓解群众看牙难、种牙贵现
象；免费实施 6—9 岁儿童第一恒
磨牙窝沟封闭，维护儿童口腔健
康，作为工作目标。

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该区加快实施口腔健康
行动，为百姓口腔健康护航。想
方设法引进口腔医师及口腔医疗
资源。该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配备专职口腔医师，配备率
100%。与淮北口腔医院积极对
接，吸引优质资源来杜集区开办
口腔医疗机构，计划新设置口腔

门诊部一处。加强口腔医护人员
进修培训，选派人员到徐州市中
心医院、淮北市人民医院、淮北矿
工总医院进修培训，提高业务水
平。加快口腔适宜技术推广，将
杜集区人民医院、淮北矿工总医
院朱庄分院、精美口腔门诊部、耀
美口腔门诊部作为该区口腔适宜
技术推广单位，已选择省公布的4
种适宜技术进行推广，并与淮北
口腔医院进行对接，安排相关人
员进行适宜技术进修及学习，确
保有关适宜技术的推广效果好、
质量高。积极开展儿童窝沟封闭
项目，现已完成 1416 名适龄儿童
窝沟封闭工作。此外，为了提高
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开展健康
口腔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现已
开展活动18家次。

本报讯 日前，高校迎来学生
返校高峰，我市各大院校快递包裹
数量激增。为保障高峰期校园邮
件运行安全畅通，近日，市邮政管
理局负责人带队对淮北职业技术
学院、市卫生学校滨湖校区校园快
递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检查。

检查组仔细了解了校园快递
综合服务中心开学季寄递渠道安
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认真查看
了校园快递综合服务中心的防疫
物资储备、工作人员落实体温检
测、佩戴口罩及场地消毒等。

检查组要求，要落实责任，
严格按照属地和行业要求，常态
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认真
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制度，
保障寄递渠道安全。要提升服
务，重点针对学生返校和新生报
到，有针对性提供优质个性化寄
递服务，切实优化校园末端寄递
服务。

市邮政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校园快递驿站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部门，邮政管理部门将不
断加强对校园快递综合服务中心
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寄递企业
完善管理服务流程，切实保障校
园快递安全和服务质量。

徜徉花海，菊花飘香。近
日，记者走进濉溪县四铺镇洪
南村菊花种植基地，仿佛置身
于花的海洋，竞相绽放的药菊
错落有致，美不胜收。菊花地
里，村民正在忙着采摘。他们
或拎个篮子，或提着袋子，一
幅优美的田园丰收画卷徐徐
展开。

“小菊花”带来“大收益”。
看着一望无际的花海，村民脸
上的笑容像绽放的菊花一样灿
烂。这满地的菊花，成了村民
们致富的“黄金菊”。“目前，合
作社一共流转了 270 亩土地，
主要种植苏北菊、北京菊、黄香
菊等多种菊花。虽然遇到了旱
情，但菊花品质还不错，市场行
情看好，亩产约750公斤，预计
每亩纯收入8000元左右，带动
务工200余人。”洪南村经济合

作社股东肖宗明表示，今后，合
作社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通过带动村民参与的方式，带
领周边村民一起种植菊花，免
费教大家种植技术，帮助大家
一起致富奔小康，让“小菊花”
成为“致富花”。

“自己年纪大了，到外面
打工也不方便，如今在这里帮
忙管护、采摘菊花，不仅能够
照顾家，一个月也能多收入
2000 多块钱。”正在菊花基地

采摘菊花的村民肖宗海说。
产业兴，则乡村兴。洪南

村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务
工”模式，大力发展菊花种植，
通过引进菊花种植项目，走出
了一条特色种植增收致富的
新路子。菊花的收获，不仅给
种植户带来了收益，也为周边
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带来了务
工收入。目前，该村已经成为
远近闻名的“菊花村”。

“从目前的情况看，菊花

产业有前景，产品有销路，值
得进一步推广。”四铺镇洪南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赵宏亮说，下一步，计划带领
村民将菊花种植面积从目前
的近 300 亩扩大到 700 至 800
亩，进一步加强菊花产业的
规模化和品牌化建设，不断
做大做强菊花产业，让菊花
成为全村产业兴旺的支撑产
业，助力村民富起来、乡村美
起来。

金秋遍地“致富花”
——濉溪县四铺镇洪南村把“小菊花”做成“大产业”

我市开展校园快递安全检查

家长化身监督员
校园食品更安全

杜集区为百姓“口腔健康”护航

子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老人转账给子女的钱款是赠予还是借款？

本报讯 “道路不拥堵了，
还更加整洁、美丽，我们老百
姓的心情也舒畅了！”9 月 21
日，在杜集区高岳街道任庄
村，村民们谈及村里道路的变

化，纷纷赞许。
今年以来，任庄村针对村域

主干道和背街小巷的路域环境
进行统一规划，高标准恢复路
肩，疏浚路边沟渠。全域范围的
改造提升，既方便村民出行的同
时，又美化靓化了村内环境。该
村还以“小篱笆”为主题开展集

中整治，一排排竹篱笆筑成了
村里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仅是任庄村，今年以
来，高岳街道细绘乡村振兴战
略“施工图”，下大力气整治路
域环境，恢复路肩、疏通沟渠、
植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增
进民生福祉。

“修的是道路，顺的是民
意，聚的是民心，不仅打通了
村民出行‘最后一米’，更成为
百姓心中的‘致富路’。”高岳
街道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
全面推进户户通工程，以美丽
街道建设为重要抓手，大力推
进辖区内路面修复、改造等微

改造、精提升，进一步提升街
道颜值，为群众打造宜居宜业
宜出行的生活环境。

以路域环境提升为抓手，
全镇上下进一步强化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着力补齐短板，
攻坚克难，全力推动人居环境
大变样、大提升。

高岳街道提升路域“颜值”扮靓乡村

9月21日，市公安局烈山公安分局民警向学生宣传如何防范网络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当日，市公安局烈山公安分局的民警走进

淮北师范大学，向学生全面细致地讲解什么是跨境网络赌博、跨境网络赌博的危害，以及有关跨境网络赌博的案例，对学生提出防范措

施和建议，切实提高学生群体识赌反赌防诈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 摄影 记者 黄鹤鸣 通讯员 赵晓纯

筑牢校园
安全防线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孙楠楠

■ 记者 黄旭

■ 记者 闫肃 通讯员 马涛
实习生 陈盈盈■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单鹏里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马静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郭子文

··广告广告··

·广告·

招聘岗位：星辰管培生；专业英才；科技菁英；客户经理；客服经理。

招聘范围：面向境内、境外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为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

招聘网址：https://job.icbc.com.cn 联系电话：0561-3955911

报名时间为：2022年9月8日至2022年10月14日

中国工商银行淮北分行
2023年度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