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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0日7时35分
许，在汝州市丹阳路与洗耳路交
叉口，发生了一起三车相撞的交
通事故，事后获知，发生此次事故
的原因是由于司机的一个喷嚏。

从该路段的监控画面看到，
由于正值上班高峰，路上车辆较
多，当时几辆车都在通过路口，
出租车驾驶人孙某由东向西行
驶时，与同向行驶的李某驾驶的
两轮电动车相撞，后又与由西向
北等待信号灯放行的万某驾驶
的出租车相撞，事故造成电动车
驾驶人李某受伤，三车均不同程
度受损。

据驾驶人孙某陈述，当时他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由于下意识
地一只手伸出去捂嘴巴，只用一

只手握方向盘，打喷嚏的一瞬
间，他闭上了眼睛，握方向盘的
手也无意中发生了抖动，于是汽
车便偏离了方向。等他发现赶
紧想踩刹车时，“砰”的一声巨
响，车子已经撞上电动车和出租
车了。

民警根据事故情况，判定出
租车驾驶人孙某需要承担全部
事故责任。

还是打喷嚏，这两起案例造
成了更严重的后果。2013年9
月，湖南的王某驾车行驶至靖州
县一路口时，突然打了个喷嚏，
带动了方向盘，结果将路边一名
6岁的小男孩撞飞，致其当场死
亡。相似的场景还发生在2013
年7月，福建漳州一男子开车过

程中，一个喷嚏没忍住，驾车冲
向非机动车道，撞上了两名行
人，导致一死一伤。该名司机因
犯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9个月，缓刑1年。

汝州交警提醒广大车主，人
在打喷嚏会不由自主地张大嘴
巴，眼睛也处于闭合状态。整个
过程中，驾驶员的视觉、听觉和
思维都处于短时期的空白状态，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般来说，打
喷嚏人是可以提前感知的，一旦
感觉到要打喷嚏，驾驶员要先减
速，预先看好方向，握住方向盘，
管住脚不乱踩油门，这样就能避
免事故的发生。再保险一点的
话，干脆靠边停车，待喷嚏打完
后再上路。

打个喷嚏惹场交通事故
汝州交警提醒：有打喷嚏预感时要减速或干脆路边停车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于占琦 杨松播

本报讯 很多人都有信用
卡，却经常忽视信用卡的使用规
范，如果逾期金额较大，时间较
长，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有
多严重？弄不好会被法院判刑！

近日，汝州市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件，被告人
霍某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霍某某后
悔莫及，没有想到信用卡逾期不

还竟然要坐牢。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9

月份，被告人霍某某通过提供本
人的身份证、工作证、机动车行
驶证等证件在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交通银行网点申办了一张
信用额度为10万元的信用卡。
霍某某持该卡多次消费透支共
计9万余元，并按照银行规定进
行分期还款。自2013年 4月5
日起，霍某某出现逾期还款情
况。开卡银行多次电话催收，霍
某某表示愿意归还，但均未还
款。截至2013年6月3日，该信

用卡尚有本金41980.22元未归
还。后霍某某离开杭州回汝州
并更换手机号码。开卡银行通
过预留电话向霍某某的妻子韩
某某催收还款，并多次向霍某某
住所地邮寄催收函，但被告人霍
某某仍未履行还款义务且至案
发前已逾期三个月。

法院认为，被告人霍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期限
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并且
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后超过三个
月仍不归还，其行为已构成信用
卡诈骗罪，遂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汝州法院审理一起信用卡诈骗案

4万多元换来徒刑一年十个月

那么，信用卡逾期不还，法
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六条：持卡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
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
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
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
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
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
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
100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
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
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有下
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
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
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
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关于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相关法规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范晓娜 文图

本报讯 近期，央视曝光了
部分中小学生因误食“水晶泥”

而中毒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为了净化校园周边环
境，保障学生人身安全，4月10日
下午，汝州市检察院与工商局联
合开展“水晶泥”专项清查活动。

3月20日，央视财经频道报
道，最近玩具市场上流行一种手
感冰凉、柔软，可做成各式各样
形状的网红“水晶泥”，深受广大
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孩子的喜
爱。据调查，此种“水晶泥”含有
有害化学成分“硼砂”，误食或接
触伤口可引起中毒。近来各地
因“水晶泥”引发的儿童硼砂中
毒事件频频出现，希望广大家长
和学生高度重视。

汝州市联合执法小组先后来
到汝州市逸夫小学、实验小学、塔
寺小学等学校及北马道批发市
场，对文具店、玩具店进行拉网
式清查，发现有售卖三无“水晶
泥”类产品的，依法当场进行扣
押。

此次行动，共查获“水晶泥”
“滑滑泥”“超轻黏土”类三无产
品1000余件。

市检察院联合工商局

开展“水晶泥”专项清查活动

本报讯 为增强离退休老
干部的法律意识，丰富老干部
的业余生活，近日，汝州市司
法局与市老干部局联合举办
了一场以“法律援助，助老维
权”为主题的法治讲座，为在
场的116名离退休老干部送上
了一顿丰盛的法律大餐。

讲座上，汝州市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律师张亚飞围绕
老年人权益保障、家庭财产继
承、婚姻和赡养、防诈骗等常
识，结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继承法》《婚姻法》等法律法
规，就赡养权、财产处分权、继
承权等多种老年人易受侵权
的情况进行了讲解。离退休

老干部在讲座中积极沟通，踊
跃发言，分享自己对法律法规
的认识与理解，张律师也对大
家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详细的
解答，得到了在场老干部的一
致好评。

讲座结束后，市司法局法
律援助工作人员为在场的116
名离退休老干部发放了法律
援助知识宣传资料。

去年以来，汝州市法律援
助中心共办理各类老年人法
律援助案件120余件，案件类
型涉及赡养、人身损害赔偿、
交通事故赔偿、家庭继承纠纷
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各
类法律咨询1500余人次。

市司法局法律援助讲座
获离退休老干部好评

停车任性惹众怒
城管队员现场拖移

本报讯 近日，在汝州市
香榭水郡小区门口，一辆白色
轿车停在正门口的空地上，影
响小区居民的正常通行。该
市城管局接到群众举报电话
后，迅速安排该局静态交通大
队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对该违
章停放车辆进行拖移，车辆被

依法拖移，引得周围群众拍手
称赞。

市城管局提醒：违法停车
行为不仅影响车辆通行效率，
还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合法通
行权，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
故。市管理局呼吁广大市民
朋友，要文明停车、规范停车。

本报讯 桃林桃花多好
看，为何在此搞违建?惩治两
违不心软，拆除违建还林田。

“这路边原来的桃树林多
好看，把好好的树砍了弄成这
样真不该。”路过拆除现场的
群众纷纷指责道。

据现场执法人员了解，位
于下程村的该处违建占地原
本是一片桃树林，每年桃花盛
开的时候，粉红一片，甚是好
看。但前些天当事人李某却
打起了这片桃树林的主意，把
原本长势良好的桃树全部挖

走，并对该片土地进行硬化，
搭建起简单的临时房，准备在
此处做烧烤生意。

据悉，李某的行为已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执法人
员前期已对当事人进行过多
次责令停工，但当事人丝毫不
听劝阻。为此，风穴路中队联
合街道办事处、土地所等多部
门，于4月13日，对该处违建
进行依法拆除，并责令当事人
对该片土地进行复耕。

执法人员
拆除桃树林里违建

拆除违建

对“水晶泥”进行清查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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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闫丹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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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桃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