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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遗产继承公证，涉及当事
人四代 22 人，其中 10 人已死亡，1
人丧失行为能力；涉及相关单位11
家；涉及法律关系有转继承、代为继
承，还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原始材
料名字有误等。如此复杂棘手的公
证，在奉贤公证处工作人员不辞辛
劳、精心努力下，通过抽丝剥茧、层
层破解，终于按法律规定办妥相关
公证手续，把公证书发放给当事人。

案件的源头还得从邱女士父母
的一套房子说起。邱女士有兄妹5
人，母亲早在 1995 年过世，父亲
于2017年8月过世。父母居住在星
火农场的一套 50 多平方米的房子
成为他们兄妹继承的遗产。父母过
世后，房子一直空关，兄妹5人经
商量，决定把房子卖了。卖房先要
做遗产继承公证。邱女士兄妹就来
到奉贤公证处，申请办理房屋继承
公证。在他们看来，父母的房子总
归由子女们来继承，虽然他们的大
哥已过世，但他所继承的份儿由其
女儿代为继承，没啥纠葛的。受理
这起案件的是公证员朱伟、助理孙
华凯及调查部部长张火龙。在办理

过程中，公证人员发现，这起案件
并非当事人所想的那么简单，涉及
到的问题错综复杂，调查取证困难
重重。
家庭人员信息误差 一番周折查询

邱女士父母生前是光明集团五
四总公司的退休职工。当张火龙去
邱女士父母单位查人事档案时，资
料上反映的只是邱女士的祖父母及
外祖父母的信息，他们五兄妹的信
息不全。老张就去星火派出所查他
们的户籍档案。五兄妹的关系虽然
已查实，但老张发现其中一个儿子
即邱女士的哥哥，档案上写的名字
与现在使用的名字不一样。在查邱
女士哥哥档案时，所记载的只是现
在使用的名字，也没有显示曾用
名。老张就从他的兄妹档案查，结
果反映的还是现在的名字。

在向邱女士兄妹进一步了解
中，老张得知，邱女士哥哥学校毕业
后就去部队当兵，他的档案一直是
与家人分开的。如何来证明两个名
字是同一人？老张与公证员商量
后，决定到学校去查。在邱女士哥
哥所就读的小学，终于查到了其曾

用名，通过学校出具证明，证实这两
个名字是邱女士哥哥同一人。

攻破了这一难题，又出现了另
一个难题。公证人员发现邱女士母
亲人事档案上的名字与产证上的名
字不一样，档案上的姓是孙，产证上
的姓是沈。从派出所所出具的户籍
证明，邱女士母亲的姓是“沈”，老张
又到房管局调取原始材料，也是

“沈”，这就说明当时交易中心把邱
女士母亲的姓写错了，房管局对此
出具了“名字有误”的相关证明。
母亲先于外婆过世 引发诸多问题

查清邱女士家人的信息只是解
决了其中一个问题，更大的难题正
等待着公证人员去解决。按常规，
办理不动产遗产继承公证，首先必
须查明被继承人父母状况。当老张
在调取邱女士父母档案时，发现邱
女士的外婆死亡时间是在母亲死亡
时间之后，这一发现即产生了一系
列法律问题。首先是转继承，邱女
士外婆享有继承其女儿遗产的份
额，这一份额因外婆的死亡转为其
法定继承人继承。在进一步调查
中，老张获知邱女士外婆有九个子

女，其中三个子女已过世，由此又引
发了代位继承，由这三位长辈的子
女分别代替父母继承应得的份额。

“明明是父母留下的房子，到公
证处来办理公证，怎么成了这么多
人共有的？”对此，邱女士兄妹想不
通，当公证人员告之他们，必须通知
这些人到公证处做询问笔录时，他
们更是有情绪。年岁已久，这些亲
戚东南西北，有的还从未联系过。
如何来联系他们，又是一大难题。

就在公证人员想方设法协助当
事人一起联系时，邱女士的一位哥
哥，有一天突然怒气冲冲来到公证
处吵闹，说公证人员办证时间长，有

“猫腻”。面对当事人的无理取闹，
公证人员耐心细致进行解释，从法
律上的规定到调查取证的难度等，
一一阐明，让当事人明白了办证所
需的相关手续及程序，理解了公证
人员的辛苦。
开启便民绿色通道 上门查看患者

当涉及到继承的相关人员都已
联系上后，新的问题又冒出了。在
公证人员为当事人做笔录时，当事
人告之，他们兄妹中有一位因病已

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根据法
律规定，继承人必须在公证员面前
对继承或放弃继承表示真实的意
思。鉴于这位当事人不能行走，奉
贤公证处开启了绿色通道，公证人
员朱伟、孙华凯专程来到当事人家
中，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了查
看，了解到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完全
由其女儿照顾，经家庭成员协商一
致，该女儿作为其监护人可以代替
她主张上述不动产的继承权。

至此，这起案件的一系列证明
材料已全部收集到位，涉及到的继
承人员分别做好询问笔录，其中邱
女士外婆一方的当事人除一位患者
外，其余都放弃继承。最终，这套房
子分别有邱女士兄妹五人及他们的
一位长辈共同继承。

“奉贤公证处工作人员想当事
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的工作作风、
精湛的专业水平、高效的办事效率
及认真、热情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动
我们全家，借此深表赞赏和感谢！”
日前，当事人邱女士专程来到奉贤
公证处，代表家人送来了一份充满
感激之情的表扬信。 （严爱华）

在在““66..2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西渡街道组织了西渡街道组织了““上海东方骑游队上海东方骑游队””进行巡回禁毒宣传进行巡回禁毒宣传。。

芝麻信用分，相信很多用支付
宝的人都知道，蚂蚁花呗的使用额
度就是与它挂钩的。于是有的人为
了提高芝麻分就想到了歪路上，结
果一下子就吃亏上当了。

去年10月份的时候，“95后”姑
娘小莺（化名）通过在手机专柜做
销售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做贷
款生意的男子李某，因为大家都是
年轻人，所以经常会聚在一起吃
饭。一次偶然的聚餐，小莺正好说
起了自己支付宝芝麻积分不高，许
多支付宝服务都无法享受的事，李
某立即接上小莺的话，自称能帮小
莺提高芝麻积分。

开始小莺还觉得没必要，可经
不住李某的劝说，再想到芝麻信用
分高的话个人征信值也高，以后贷
款什么的也方便就答应了。

李某称需要小莺提供自己的
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及信用卡、征
信报告及一张实名认证的手机卡
才能办理，在去年 11 月的一天，小
莺按照李某的要求将自己的身份
证原件、一张银行储蓄卡、三张信
用卡及一份征信报告交给了李某，
同时还借给了一部插有自己实名
认证的手机卡的手机让其为自己
操作提高芝麻分的事。

几天后，李某叫小莺去其家
中。在家里，他操作手机让小莺对
着屏幕做人脸识别，刚开始小莺
还问是做什么用的，可李某故作
神秘的一笑，也不回答，就说以
后就知道了，小莺也没多想以为
这是提升积分的需要，就按照李
某的要求照做了。原以为很快就
可以提升芝麻分，享受到一些原
来享受不到的支付宝服务，哪知
到了 11 月底，小莺收到一个网络
贷款公司发来的短信，刚开始是
一些贷款的信息，小莺以为是垃
圾短信，就没有理会。谁知到了
12 月份的时候，居然收到网贷公
司发来的催还款短信。

这时小莺这才意识到李某当
时拿着自己提供的材料去办了网
贷，而自己居然非常配合的让他操
作手机对自己进行人脸识别。气急
败坏的小莺立即把电话打了给李

某，质问贷款是怎么回事。哪知，接
到电话的李某漫不经心的告诉小
莺说让她放宽心，没事情的，反正
不会让她的征信出现问题。

见木已成舟，加上大家经常一
起聚餐还算比较熟悉，小莺也没法
撕破脸，只好问他这个网贷的钱去
哪里了。李某说他先用着，保证会
帮其还清。

无奈的小莺没有办法，只好快
到还款日期的时候就不停的催他
还款，可是让小莺无奈的是，到了
需要还款的日子李某居然玩起了
自动消失，联系不上。由于怕影响
征信，小莺只好先还了款，谁知等
小莺还了款李某就像没发生什么
事情一样出现了。

在多次催还款未果之后，小莺
发现再次快到还款日期的时候李
某又“消失”了，她只好到派出所报
了案。

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通过调
查于今年4月1日在奉贤某咖啡厅
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谎称能
够提高被害人小莺的支付宝芝麻
积分，让其提供带有实名认证的手
机卡的手机、身份证原件、银行卡、
信用卡、征信报告等材料，并对其
进行了人脸识别操作，在小莺不知
情的情况下，利用小莺的身份在各
种贷款平台上贷款，累计贷款金额
达人民币.15万元。经警方进一步证
实，除小莺外还有 2 名被害人也被
李某用同样的手法诈骗。

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
他人钱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涉嫌诈骗罪。4 月
28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
批准逮捕。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提醒大家：
芝麻信用官方早就公告过，芝麻信
用对于个人信息会进行技术校
验，并结合多种渠道进行交叉验
证，大家想提高芝麻分还是要通
过合法的方式，否则轻者无法提
高芝麻信用评分，对自己信用产
生负面影响，重者会给自己带来
重大的损失。 （张宇华）

许多人都知道，虚开增值税发
票是违法行为，可是就有那么一些
人总想通过这种行为逃税漏税。
前段时间，在奉贤就有人找了别人
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结果悲催的
是，他把数十万元发给对方公司账
户走账时居然被截留了。

去年 7 月,开了一家公司的谢
经理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叫姓姜
的人，在偶然一次接触中，姜某告
诉谢经理称自己的公司可以代开
工程发票，刚好谢经理手上需要工
程发票，就在当年 8 月请姜某以其
公司的名义将88万余元开成了9张
发票，同时将钱从公司打到姜某的

公司账户，姜某收到钱后扣除了
2.5%的税点后，再把剩余的钱从他
个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到谢经理的
银行个人账户上。在完成了第一
次交易后，谢经理以为双方已经有
了合作信任的基础，便再次联系姜
某，需要开具发票。然而这一次谢
经理将钱汇到姜某提供的公司账
户后，发现与姜某失联了。12 月，
觉得自己被骗的谢经理，到派出所
报了案。

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调查，
于今年2月在杨浦某小区地下车库
将犯罪嫌疑人姜某抓获。经查，犯
罪嫌疑人姜某与被害人谢经理协

商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在被害人
谢经理将 89 万余元的开票工程款
打至约定开票的公司账户走账后，
姜某随即将该笔钱款转移至自己
的账户内，上述钱款已被姜某用于
归还自己的赌债挥霍一空。

犯罪嫌疑人姜某以牟利为目
的，为他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近日，区检察
院依法对其批准逮捕。谢经理也
因找姜某虚开发票被取保候审，目
前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之中，等待他
的必是法律的严惩。

（张宇华）

抽丝剥茧 破解难题
——奉贤公证处圆满解决一起疑难继承公证案

6 月 12 日下午 13 时许，奉浦
BRT贤浦路站头，有一名老妇突发
疾病倒地，情况十分危急。紧要关
头，齐贤派出所民警驾车巡逻经过
现场，立即下车帮助老人拨打 120
急救电话，及时将老人送往区中心
医院抢救。

救治期间，民警想询问老人的
具体信息方便通知家属，但老人神
志已不清无法交流。据车站工作

人员称，老人是因为下车后发现随
身携带的包落在BRT上，一时情绪
激动才突发疾病。民警得知后，指
挥辅警在现场等待120到来及照顾
老人，自己则立即驱车追赶BRT帮
老人找回了包，也同时通过包里的
身份证得知了老人的身份信息和
通讯地址。

寻找家人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原来老人姓潘，系四川绵阳人，民

警询问其邻居发现，潘阿姨是独居
老人，一时难以联系上其家人。民
警一方面安排人员在医院守护潘
阿姨，另一方面协同社区民警展开
走访。最终在晚间联系到其长期
住在工地上打工的儿子。当她的
儿子焦急得赶到医院时，潘阿姨已
被安排至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其
儿子十分感激民警的及时救护。

（蒋雯静）

找人虚开增值税发票 结果走账钱款被截留

为提升支付宝芝麻分

个人信息被人冒用网络贷款

老人突发疾病 民警及时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