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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罪

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代表讲话时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
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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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
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
失所，被迫沿街乞讨的；因遗弃而使被害人走投无

社会文明。”那么保护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

【宽明律师】：

路被迫自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

法权益，对于形成少有所养、老有所依的良好社会

公民对哪些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中华人民

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遗弃手段十分恶劣的

共和国婚姻法》中有明确规定。扶养义务是基于抚

（如在遗弃中又 有打骂、虐待行为 的）等等。第

【群众问题】：
1、遗弃罪的法律规定及表现形式是什么？

养与被抚养、扶养与被扶养以及赡养与被赡养这三

二，犯罪主体要件为：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必

种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的。通

须是对被遗弃者负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而且具有抚

【宽明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

俗的 讲包括长辈对晚 辈的抚养、晚辈对 长辈的赡

养能力的人。第三，犯罪主观要件为本罪在主观方

养，以及夫妻之间的扶养。

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应履行扶养义务而拒绝

环境，和让人人都享有幸福感就显得尤为重要。

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

【群众问题】
3、遗弃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现实中，行为

【宽明律师】：

人往往表现为明知自己应履行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有：第一，犯罪客观要件

与双向的抚慰才能增加我们生命的质量与重量，才能

拒绝扶养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如有的把老人视为累

为：1、行为人必须负有扶养义务。这是构成本罪的

体现出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遗弃行为往往给被害人

赘而遗弃；有的借口已离婚对所生子女不予抚养；有

前提条件。2、行为人能够负担却拒绝扶养，能够负

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为舆论所不齿，也影响社会

的为创造再婚条件遗弃儿童；有的为了逼迫对方离婚

担，是指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并有能够满足本人及

的安定团结。因此，同遗弃行为

而遗弃妻子或者丈夫等。总之，遗弃者都是出于个人

子女、老人的最低生活标准（当时、当地的标准）

作斗争，有助于形成一个少有所

主义极端自私自利思想或者是其他卑鄙动机。

外有多余的情况。3、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

养、老有所依的良好社会环境，

度的，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情节是否恶劣是区

有助于保护妇女、特别是儿童和

法律伴我行

分遗弃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根据司法实践经

老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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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群众问题】：
2、法律上公民对哪些家庭成员具有扶养义务？

社会团体申请登记

人 会 员应 有 姓 名、 性 别 、年
龄、职务、单位、住址等）；

基本情况、活动资金及经费来

8、涉 及有关表 格：《筹

源渠道等相关内容，落款协会

备成立社会团体申请表》 《社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

名称为XXXXX筹备组）；

团章程核准表》《社团法人登

2、社团章程；

记表》《社团法定代表人登记

3、章程草案；

3、领导机构名单；

表 》 《社 团 负 责人 备 案 表》

4、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4、秘书长以上社团负责人填

《社团印章备案表》。

5、 拟 任 主 要 负 责 人 名

写的《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

单，发起人和主要拟任负责人

5、 社团法定 代表人填 写

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有50个 以上的 个人会

基本情况表及身份证复印件，

的《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

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填写此表的拟任主要负责人是

表》；

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的总

指 法定 代 表 人、 理 事 长（ 会

6、验资报告（申请筹备的

长）、副理事 长（或副会

社团应有 3万元以 上的活动 资

长）、秘书长。

金，该证明应由法定的会计事务

需要提交的资料
1、登记 申请书（ 申请书

数不得少于50个；
2、有 规范的名 称和相应
的组织机构；
3、有固定的住所；

所出具）；

4、有 与其业务 活动相适

7、 会员花名 册（单位 会

包括的内容：成立的目的、业

员应包括单位名称、住址、负

务范围、可行性论证、筹备的

责人、电话、邮编等内容；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流程图

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5、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
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
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地方性的
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

申请人提交申报材料

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6、有 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

工作人员审核申报
材料是否符合条件

的能力。
有下列情况之一，登记管

申报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出
具《补正材
料通知书》，
告知需要补
正的内容。
申请人补正
申请材料。

1、符合受理条件，工作人员受理，
出具《受理通知书》（1个工作日）

不符合申报
条件，出具
《不予受理
通知书》，
说明不予受
理的理由。

理机关不予登记
1、有 根据证明 申请登记
的社会团体的宗旨、业务范围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
2、在 同一行政 区域内已
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

2、组织现场踏勘。（9个工作日）

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
3、发 起人、拟 任负责人

3、审查申报材料。（1 0工作日）
需要整改的，
申请人限期
整改。（办
件计时暂停）

4、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5个工作日）
5、工作人员制作审批或不予批
准文件。（3个工作日）
6、通知申请人领取批准证书或 不
予批准文件。（2个工作日）

对不符合法
律、法规要
求的，或逾
期不能完成
整改工作的，
提出不予许
可决定意见。

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
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4、在申请筹备时弄虚作假
的；
5、 有 法
律、 行政法规
禁止 的其他情
形的。

【宽明律师提醒】
赋予长者以尊严，赋予幼者以关爱，双向的沟通

筹备阶段
1、筹备申请书；
件；

扶养。

区民政局主办

文明交通出行倡议书
市民朋友们：
“文明交通出行”是城市形象的名片、城市文明的标
志。“文明交通出行”不仅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更是市民文明素质的体现。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我们理应成为“文明交
通出行”的宣传者、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和垂范者。
为了给市民生活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交通环
境，区文明办诚挚地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一、争做“文明交通出行”的宣传者
崇尚“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踊跃加入“文明交通出行”志愿者服务行列，积极
参与“文明交通出行”公益活动，主动劝阻与“文明交
通出行”不协调的各种行为，促进文明和谐交通建设。
二、争做“文明交通出行”的参与者
自觉学习和掌握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不断提高文明
交通意识。大力倡导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机动车按序排
队通行，机动车有序停放，文明使用车灯，行人和非机
动车各行其道，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遵守信号等文明交
通行为。
三、争做“文明交通出行”的推动者
自觉摒弃机动车随意变更车道、占用应急车道、开
车不系安全带、行人过街闯红灯、跨越隔离设施等交通
陋习，自觉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全力打造人人参
与文明交通、处处彰显交通文明的良好氛围。
四、争做“文明交通出行”的践行者
坚决抵制酒后开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闯红
灯、强行超车、超员超载等危险驾驶行为，做到文明候
车、文明乘车、文明开车、文明停车，积极营造遵章守
纪、相互礼让的文明社会风尚。
五、争做“文明交通出行”的垂范者。
以身作则，文明行路、文明驾（骑）车、文明乘
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不乱穿马
路，不翻越护栏，自觉服从交通警察和协勤人员的指
挥，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垂范者。
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从小
事做起，做文明人、行文明路、开文明车，共同维护安
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努力营造“车让人让出文
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的文明交通风
尚，为建设产业优化、生态优美、百姓富裕、社会和谐
的新高陵，为品质西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西安市高陵区文明办
2018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