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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
“2019第八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
将在成都举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此次高峰论坛的预热活动，“2019第三
届中国上市公司董秘峰会”11月7日率
先拉开帷幕。本届董秘峰会新设“董秘
一席谈”环节，共话大合规时代的上市
公司高质量发展。此次董秘峰会还将
举行“中国上市公司董秘俱乐部2020
年度联席理事长授牌仪式”。

此外，主论坛、三大分论坛将于8
日举办。此次峰会的另一个重头戏，则
是11月8日晚举办的“2019中国资本市
场荣誉盛典”，其16个重要奖项将悉数
颁发。除了传统奖项外，还有“高端制
造产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新能源产
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等行业奖项。此
外，本届口碑榜还设有特别奖项：“最
具口碑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最具成长
的科技类海外上市公司”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袁野

11月7日下午，成都市“119”消防
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119宣传月活动
主题是“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
园”，宣传月期间，将有多项主题活动
陆续展开。

而在7日当天的启动现场，成都市
消防救援支队设立了成都最新消防车
辆装备展示、消防图片展、消防产品识
假辨假展、消防科普体验，消防趣味拼
图等多个展区，吸引市民群众前来参
观体验，多角度、零距离学习掌握消防
知识，全面提升市民群众火灾预防及
逃生自救能力。

其中，在消防产品真假辨别展区
则吸引了不少群众光顾。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区域重点展示了日常生活中
最为常见的消防应急灯具、消火栓、消
火栓箱、消防水带、消防水枪等消防产
品的合格产品及不合格产品，群众可
现场直观感受两者的差异。

那么具体来讲，应该如何去识别
生活中这些常见消防产品的真假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帮你打探
到，所有正规合格的消防产品都会在
明显位置贴上一个“S”防伪标。“好比
是一个身份证一样，并且可以在应急
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网站查
询到相关的检验报告和认证证书。”现
场消防讲解人员介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图据德阳消防

在该案中，村委会的一份关于“郭琛”与“郭庆森”为同一人
的证明在法庭上被作为了证明两人为一人的一项证据。而该份
证据也成为廖女士最为质疑的一份证据。“村委会不是派出所，
凭什么可以证明他们是同一个人，而法院还采纳了。”

记者在理答村找到了该名经办人江某某。江某某称是郭庆
森邻居，自郭庆森结婚生孩子就熟识，关系一直不错，而后郭庆
森与妻子陈某妹外出打工，多年来回村较少。后郭庆森带着廖
女士回到了村里，还曾在村里居住过一段时间。

江某某介绍，这次回村后，郭庆森改了名字叫郭琛，“我们
村里就有一个跟他名字同音的人已经死了，我还开玩笑说你怎
么改了一个死人的名字。”而对于郭琛与廖女士的关系，江某某
称，只是看破不说破，“别人的事我们不好多嘴。”

而在廖女士出具的一些证据中，盖有村委会印章的其他证
明的描述，则又明确写明廖女士与郭琛是夫妻关系，还曾在村
里居住，孩子也曾在村里上学，且该证明出具时间在前述证明
之后。同一村委会所出证明显然出现了相悖之处。

对此，江某某称，自己只经手了前者证明，后面的证明另有
他人。记者找到了另一名证明出具当事人，但其已经不在村委
会任职，对于疑问并未进行回应。

那么在没有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证明的情况下，对于廖
女士的质疑，法院为何也未对这一关键问题向公安机关调查
呢？记者先后找到了一审及二审法院，但法院并未予以回复。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认为，廖女士一案中，综合原被
告所提交的证据以及法庭的审理，在
证明“郭琛”与“郭庆森”是否为一人时
均没有来自人口户籍管理部门的证
据，“即便陈某妹提交了村委会和公证
处的证明，以及有人证出庭，但从证据
效力来看并不足够权威。”

“从法律关系上看，如果两个人
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均不一样，那就应
该是两个人，除非有户籍管理部门可
以查证两人的户籍档案存在交集或
变更的记录。”王英占说，“而如果不
是一个人的话，廖女士所涉及的所有
诉讼的关键节点也就能够解开”。目
前，其已接受廖女士委托向检察院申
请对该案进行监督。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报道

登记结婚7年后，广西藤县人廖
女士的丈夫郭琛患白血病去世了，留
下一处房产以及两处车位。然而，在丈
夫死后，一个从未与廖某见过面的女
子陈某妹宣称，自己才是郭琛的老婆。

三年来，廖女士的所有诉讼全部
以失败告终。她不仅在现实生活里失
去了丈夫，在法律关系中，与丈夫的
7年婚姻关系也被彻底否定。连同失
去的，还有名下房产的部分份额。

这起离奇的“争夫案”汇集了多
处焦点：身份证号码以及名字互不相
同的郭琛与郭庆森，如何被认定为同
一人？廖女士与郭琛经民政局登记的
婚姻，缘何被判无效？

“明明是两个不同的人为什么会
是一个人呢？”廖女士始终不解，“他
活着的时候我是他老婆，去世了别人
却成了他老婆。”目前，廖女士已再次
委托律师，继续这场争夫之诉。

离奇
争夫丈夫病逝后“多”出个老婆

“从没见她出现过”

2016年8月14日，郭琛因白血病不治离世。不久，廖女士收到
了来自法院的传票。名为陈某妹（曾用名陈秋梅）的女子向广西藤
县法院提起了诉讼，称郭琛实际名字为郭庆森，与自己在1982年
左右登记结婚，且并未办理过离婚，请求法院认定廖女士与郭琛
的婚姻无效。而此时，廖女士已经与郭琛共同生活16年，登记结婚
已有7年，并生育了一个女儿。廖女士的婚姻就此遇到了危机。

不过，对于陈某妹所称的登记结婚在民政部门并未查询到档
案。根据广西藤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出具的说明所示，“经查阅大
黎镇民政办移交上来的婚姻档案，没有1986年以前档案，故无法
查询”。而郭琛与廖女士的登记记录则能够查询到。

廖女士介绍，她与郭琛相识于2000年的一个朋友聚会，而后，
郭琛开始追求自己。两人在一起后，于2003年生下了一个女儿，
2009年在广西藤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姻登记资料显示，两人登
记时的个人状态为，廖女士离异，郭庆森未婚。

廖女士称，当初与郭琛在一起时，郭琛“没什么钱”，在女儿出
生后，两人曾在广东一家具厂工作多年，而后丈夫郭琛又与人合
伙做玉石生意。再之后，郭琛身体状况不佳，患有白血病，最后于
2016年8月14日不治。

面对陈某妹的起诉，廖女士称，与郭琛相处的这些年里，郭琛
从未提及这个名字，她也并不知道陈某妹的存在。

廖女士也提到，在与郭琛在一起时，郭琛曾提到过之前有交往
过几个女朋友，“但并没有提到过陈某妹”。另一次涉及丈夫过往的
是一个上门找爸爸的男孩郭某宇的出现，“我当时问郭某宇谁是你
爸爸，他说我丈夫就是，我也问了我丈夫这个孩子怎么回事，他说
都是以前的事，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多年婚姻被判无效
现实及法律中均失去“丈夫”

现实的身份证证件中所呈现的情况是，“郭琛”与“郭庆森”确
系两个不同的人，名字不一样，身份证号码也并不一致。唯一产生
交集的是，两人的户籍同在广西藤县大梨镇理答村邦香组。廖女士
介绍，在与郭琛结婚后，于2010年也将户口迁入到了理答村，并曾
在村中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期也多次回去。

当地藤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起案件。法庭上，陈某妹出具
了“郭琛”和“郭庆森”的多个身份证件材料，以证明郭琛持有两套
身份，同时出具了来自藤县公证处关于其与郭庆森亲属关系的公
证书，以及来自理答村村委会关于“郭琛”与“郭庆森”为同一人的
证明，并有“郭庆森”兄弟、妹妹出庭作证。

陈某妹还向法庭提供了1990年、1996年来自公安机关的户籍
档案。档案显示，陈某妹曾用名“陈秋梅”为户主“郭庆森”的妻子，
并有子女记录。判决文书中，法院认为，陈某妹于1982年前后以陈
秋梅的名字与郭庆森结婚，虽未能提供结婚证书证实，但陈秋梅的
户籍曾登记在郭庆森户内，并与郭庆森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
育了三女一子，两人属于事实婚姻。由于没证据证实陈某妹与郭庆
森曾通过诉讼或民政局婚姻登记机构办理过离婚手续，因此两人
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

判决文书还显示，郭庆森于1998年以郭琛名字办理新身份
证，并与廖女士长期同居生活后，于2009年6月11日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经查，郭琛就是郭庆森，郭庆森实质是使用欺骗手段以郭琛
名义与廖女士登记结婚，构成重婚，属无效婚姻。

廖女士并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郭琛是她老公，为什么不
在他在世的时候来主张权利，却要等人死了之后呢？”而自己的婚
姻经过了合法登记，理应得到保护。

廖女士在随后近两年的两次上诉中均败诉，相关法院均维持
了一审判决。如此，廖女士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丈夫，法律关
系上，她与郭琛多年的婚姻关系也就此失去了。

名下财产被分割
追偿医疗费也败诉

婚姻关系的无效仅是廖女士“失去”的开始。紧接着，陈某妹
又提起了新的诉讼，其向法院起诉，要求对廖女士名下的一处房
产以及两个车位进行返还。

陈某妹认为，其与郭琛结婚后一起共同生活，双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并未约定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因此郭琛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应属自己与郭琛的夫妻共同财产。

廖女士名下的该处房产位于广东中山市坦洲镇。廖女士介
绍，该处房产购于2003年，由于供房原因，当初系借郭琛名义代
买，“当时这个房子的钱都是我出的，他那个时候根本没钱。”廖
女士称，2013年，由于郭琛病情不稳，也出于购房款的事实，郭琛
向中山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将房产的全部份额变更到了廖
女士名下。

但法院认为，廖女士与郭琛共同生活期间所共同取得的财产
应为双方共有财产，双方不存在赠与、被赠与的关系。另外，郭琛
在死亡前并没有就涉案房产的份额与廖女士进行划分，法院认
为，廖女士名下的房产应与郭琛平分份额，两人各占二分之一。而
郭琛所占的二分之一则被认定为与陈某妹的夫妻共有财产，在该
部分中，陈某妹也应当占据二分之一份额。

“我自己出钱买的房子凭什么要给她分？”廖女士说。但如婚
姻诉讼一样，廖女士随后关于房子、车位的上诉同样被驳回了。

“既然婚姻无效，我不是郭琛的妻子，那郭琛在这么多年生病期
间，陈某妹人在哪里？她有尽到妻子的义务吗？”在婚姻、财产等多场
官司中全败的廖女士提起了新的诉讼，向陈某妹追偿其多年来对郭
琛的医疗、债务等各项支出：医疗费用53万、护理费误工费19万、丧葬
费2.2万、还债23万等合计97万多元。

但廖女士还是败讼了。法院基于前期婚姻及财产的诉讼审理
判决情况认为，两人同居期间，财产存在混同，其照顾行为系基于
维系双方同居关系和共同利益而进行。

“郭琛”是“郭庆森”吗？
村里人都叫他“妹庆”

这起“争夫案”的最大焦点在于：与其登记的“郭琛”与“郭
庆森”到底是不是同一人。近日，记者来到郭琛户籍所在地藤县
大黎镇理答村进行了走访。

多位村民向记者表示，对“郭琛”并不熟，但村里确有“郭庆
森”此人，不过已多年不在村里生活，对于“郭庆森”是否有改名

“郭琛”，村民们表示并不清楚。“我们都叫他‘妹庆’。”
记者在村里还见到了此前出庭作证的“郭庆森”弟弟及妹妹。
按照弟弟郭立德的说法，郭庆森是其大哥，陈某妹是其大

嫂，在上世纪80年代登记结婚，当时两人登了记也办了酒，且从
没离过婚。郭立德称，大哥通过一些途经办了新的身份，改名郭
琛，后来带着廖女士回村，但家人并不承认她。“他改后的身份证
显示他是1965年9月出生的，而我就是1965年11月出生的，我妈
妈不可能两个月生两个孩子吧。”

郭庆森妹妹郭锦英称，郭庆森与陈某妹婚后，当年条件不
好，大哥先到广东打工，大嫂在村里照顾孩子，直到孩子小学毕
业后，也去到了广东跟大哥在一起。但其间，廖女士出现，争走了
大哥，后来还改了名字。“廖女士之前就在我大哥的厂里，她不可
能不知道大哥的婚姻情况。”郭锦英称，与大哥一直保持着联系
和往来。“他最后的时候需要配骨髓，我们一家人都去配了。”

他到底是谁的丈夫？
家人：不想把他送“进去”

“郭琛生病需要付出的时候，她不主张自己婚姻，去世要财
产的时候就出现了，如果我负债累累呢？”廖女士说，“郭琛活着
的时候我是他老婆，死了后，别人成了他老婆。”

对于这一说法，郭庆森妹妹郭锦英称，一方面是郭琛身体
不好，另一方面是如果构成重婚罪，家人也不想“把他送‘进
去’”。“主要是廖女士太过分了。”郭锦英说，原本，既然大哥大
嫂的关系已经如此了，大哥也病逝了，双方差不多就行了，但在
大哥离世前以及葬礼时，廖女士的一些做法让人无法接受。

陈某妹儿子郭某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多年来，其一直
与“郭琛”保持着往来，“有时候会去家里住一两天，有时候跟着
他出差。”其称，去到家里时廖女士也在，但自己一般不怎么与
廖女士搭话，叫“郭琛”则为“爸爸”。

郭某宇介绍，尽管父亲跟他人一起生活，“但这是大人之间
的事”，而其母亲与父亲郭庆森在十多年来的确没有联系，均是
通过自己作为中转，了解父亲的情况。郭某宇介绍，知道父亲从
郭庆森改成了郭琛，但以为只是随便改个名字，与廖女士的关
系也不过是同居关系，并不知道其与廖女士已经领了结婚证。

记者获得的一份陈某妹向当地藤县公证处申请亲属关系
公证时的公证笔录显示，陈某妹称，“廖女士想要全部霸占郭琛
的遗产，想通过诉讼要回我应得的部分遗产。”

记者也尝试与陈某妹本人取得联系，不过，家人在接听电
话后，称不愿再谈，也不希望家人再遭到打扰。

村委会不是派出所
能证明两人为同一人吗？廖女士已委托律师

将再次通过法律“争夫”

“新消费 新科技 新动力”
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

8日在蓉举行

“119”消防宣传月启动
一招辨清真假消防产品

广西藤县大黎镇理答村，“郭庆森”与“郭琛”户籍地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活着时我是他老婆
死后别人成他老婆

11月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了解
到，该局查获了一起制作假酒案，犯
罪嫌疑人用低价酒以次充好，灌装成
高价酒，经过贴标、套上瓶盖、装箱
等，制作出成品假冒白酒，然后对外
销售，涉案假酒市场价值3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易某某、贺某某因
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已被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6月6日，双流警方联合双
流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双流区彭
镇某村一两层楼出租房进了检查，发
现屋内多个房间内堆积着大量真假难
辨的“名酒”，品种包括“飞天茅台”“五
粮液”“国窖1573”等。“这些名酒包装
精美，从肉眼看很难鉴别真伪。”双流
公安经侦大队民警杨飞说，随后民警
在二楼一卧室中发现了各种制假工
具，包括酒的商标、瓶盖子、烫标装置
等等，接着又找到了一些高档酒的空
瓶和其他普通白酒。

随即，犯罪嫌疑人易某某、贺某某
被当场挡获，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将涉
案的假酒、制假工具进行了扣押，同时
委托相关机构对各类白酒的商标、包
装等分别进行鉴定。经鉴定，共涉及侵
犯11种注册商标。根据双流区物价局
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的11种注册商标
市场销售中间价的价格认定，涉案假
酒货值金额以市场零售中间价计算的
总价值为3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
易某某、贺某某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商品
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索要
发票，不要贪图便宜，避免上当受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价值30万假名酒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村委会先后开出两份意见相悖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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