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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平县检察院曹芸张彦军

检察官手记

刑事赔偿案件
提高办理质量

遂
平
县

今年以来，遂平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控告申

诉检察职能，在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中注重方式

方法，确保案件效果，有效地避免了因处理不

当而引发的群访、闹访等事件的发生。

为保证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的质量，该院控

申部门注重把好“三关”：一是受理关。在审查

赔偿请求人提交的相关资料的同时，加强与当

事人的直接沟通，坚持将人性化办案思想贯穿

于案件办理过程中，及时与当事人沟通对刑事

赔偿案件的看法，认真听取当事人的诉求，换

位思考，消除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同时加强释

法说理、解惑答疑的工作，引导当事人依照合

法的途径和程序维权，减少缠诉、缠访现象。

二是程序关。制定刑事赔偿工作流程，从受

理、审查、立案、赔偿、息诉等各个环节都作出

明确规定，严格执行刑事赔偿案件的办理程

序。三是审查关。认真细致审阅案件卷宗，围

绕申诉内容全面分析核对证据，客观公正地作

出审查结论。 （徐华君郭荣军）

以案说法
□刘阳潘恒亮

监视居住制度亟须完善

读者来信

成立专门审判庭
审理民工欠薪案

西
峡
县

近日，西峡县人民法院应省高院要求，开

展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特成

立劳动者权益保护审判庭，优先从快审理欠薪

案件，为农民工开辟立案、审理、执行绿色通

道，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对每一起农民工讨薪案件，该院坚决落实

“两免”，免除诉讼费、执行费，让经济有困难的

农民工打得起官司。对因脱离不开岗位、工伤

行动不便的农民工，该院加大推行口头起诉、预

约立案、电话立案、上门立案、休息日立案，方便

农民工起诉，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的依法严惩。 （王玉信 楚继伟）

司法所相助讨公道
劳动纠纷得以终结

新
密
市

日前，在新密市苟堂司法所的帮助下，该

市超化镇崔庄村村民崔晓冰，终于得到了工伤

赔偿金5万元。

新密市超化镇崔庄村村民崔晓冰在苟堂

镇企业郑州鸿丰实业有限公司打工，工作期间

左手小拇指被挤伤残，经治疗后病情暂时稳定，

但后续治疗和工伤赔偿发生争议得不到解决，

崔晓冰多次到公司讨说法，一直没有结果。前

不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来到新密市苟堂司

法所寻求帮助。在听取了崔晓冰的陈述后，司

法所根据受害人的要求，派工作人员向公司领

导细心解读《工伤条例》和有关法律，终于使公

司做出让步。在司法所的调解下，双方很快达

成协议，郑州鸿丰实业有限公司一次性向崔晓

冰支付工伤补助金5万元，终结了这起劳动纠

纷案。 （张丙章李亚军）

撞人致死竟逃逸
电动车主获刑罚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

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这是对

监视居住制度的重大修改，对检

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检

察院在办理渎职侵权案件及贪污

贿赂案件中却很少用监视居住，

主要原因是具体执行监视居住的

机关是公安机关，需要专门的警

力长时间的监视。在目前的社会

治安情况下，各地的公安机关的

警力比较紧张，再则进行监视居

住还会伴随着住宿、餐饮等费用，

这样就导致了公安机关不愿意执

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监视居住的

决定。再加上执行场所的不确定

性和监督方式等问题，使得监视

居住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

用。因此，对这一制度的施行，亟

须进行完善。

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

时，为防止监视居住被滥用，克服

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监视居住，从

而借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实施

人身控制，违法获取口供等弊病，

应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

权。另外，还应确立定期必要性

审查程序。

关于监视居住的监督方式问

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监视

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

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

视方法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

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

通信进行监控。实践中，应根据

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

小，合理选择监视手段，做到既不

妨碍侦查，又不过度限制人身自

由，并保障被监视居住人及其共

同居住人的隐私权。

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

赋予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犯罪嫌

疑人监视居住的执行权。为分担

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执行压力并确

保监视居住发挥实效，可规定对

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

由法警来具体执行检察机关的监

视居住的决定。检察机关的自侦

案件是职务犯罪案件，这样的案件

对保密性要求比较高，如果由公安

机关来执行，可能会导致案情泄密

的情况，尤其当案件涉及到公安机

关内部人员时。

监视居住执行场所亟须明

确。修改后刑诉法对于指定监视

居住的执行场所只是作了禁止性

规定，但到底应当在哪里执行并

未作出明确具体规定，由此导致

执行场所走样。为防止执行场所

发生偏差，应当对执行场所作出

明确界定。

投了百年祥瑞终身寿险，本想保百年祥

瑞，却不料出了事故，收了钱的百年祥瑞也靠

不住了。近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

告百年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内乡支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靳某保险

金人民币8.1万元。

2012年5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

百年祥瑞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合同，保费

已交，投保人为靳某，被保险人为靳某某，保

险合同生效日期为2012年5月24日。2012

年6月13日，被保险人吃奶时被呛死亡。被

告方仅支付10%的基本保险费，其余拒付。

原告认为被告方违反了保险法第十七条规

定，特起诉要求被告保险公司赔付余款8.1

万元，诉讼费由被告保险公司负担。

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

保险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合同双方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案中，原告足额支付保费，被告方应按保

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保单显示百年

祥瑞终身寿险（分红型）基本保额为9万元，

个人寿险投保书投保事项部分也明确写明

百年祥瑞基本保额9万元。保险单及个人

寿险投保书均未就365日内身故只赔付基

本保额的10%作出特别说明，且365日内身

故只赔付基本保额的10%的条款严重限制

了合同相对方的权利，减轻了保险公司责

任，保险公司理应在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但本案中保险公司

未予以提示，且投保人的初衷并不想因投保

而造成人身伤亡而获得赔偿。因此，被告百

年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内乡支公司应按照基

本保额9万元给付保险金。因被告已支付

原告9000元，故还应支付8.1万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有关规定，作出

上述判决。 （冯云虎吴新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

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

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

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

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

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近日，在叶县法院任店法庭

内，一对为争夺女儿抚养权的离

婚夫妇正在接受法官的调解。与

几星期前剑拔弩张的情形截然不

同的是，现场的气氛平静和谐，不

到十分钟，两人便达成调解协议，

在调解书上签字。

原告陶某与被告陈某于

2001年登记结婚。2002年12月

3日，生育女儿陶某某。后因各种

原因，双方逐渐产生矛盾，陶某一

纸诉状诉至法院要求与陈某离

婚。2006年3月2日，经法院审

理后判决原、被告离婚，生女陶某

某由被告陈某抚养。判决生效

后，女儿陶某某一直随原告陶某

生活，陈某为了能够抚养自己的

女儿，多次与陶某协商甚至闹到

派出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任店法庭在了解该案的基本

情况后，法官多次到原、被告家中

唠家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双

方当事人认识到其行为给女儿带

来的伤害，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比

什么都重要。经过多次调解，原、

被告双方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行

为有些过激，并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女儿变更为陶某抚养，抚养费

由陶某自理，陈某有定期探视女儿

的权利。 （修军旗朱军鑫）

11月30日零时许，郑州市交

警支队五大队接到指令，古须路发

生电动车撞人事故，电动车逃逸，

一男子躺在路上。在事故现场，仅

遗留电动车碎片，伤者伤势严重，

昏迷不醒，现场无任何目击证人。

救人要紧，民警赶紧将伤者送往医

院进行救治，但由于其伤势过重医

治无效死亡。

为全力侦破这一案件，值班

副大队长贺倩组织警力展开调查

取证工作。通过走访及监控甄

别，民警确定肇事车为两辆踏板式

电动车，第一辆电动车驾驶员将行

人撞倒后将伤者拉至路边，然后推

车逃离现场，十几分钟后，又一辆

踏板式电动车对伤者进行了碾压，

也未停留。12月3日下午，民警在

古须路华园染织厂排查时，发现该

厂一辆电动车右侧有破损，与现场

遗留碎片比对吻合，遂依法传讯了

该电动车所有人翟某。经审讯，翟

某承认了对伤者进行二次碾压后

逃逸的事实。

第一次撞人者是谁？专案民

警调整侦查方向，将该厂三日前

上下班时段大门口监控调出，逐

人逐车进行比对，发现一锅炉工

封某具有重大嫌疑。案发前，封

某上下班都骑着一辆电动车，而

案发次日改骑自行车上下班，且

案发当晚其离开厂区的时间与案

发时间吻合，有重大嫌疑。12月

11日凌晨，民警果断抓获封某。

在证据面前，封某如实供述了肇

事逃逸及藏匿电动车的全过程，

民警根据封某供述在其家中房屋

后面找到了肇事电动车。至此，

该案全案告破。翟某与封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崔凯）

在生产加工面粉中添加有毒

原料过氧化苯甲酰，已触犯刑法

的被告人李伟，犯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于近日被新野县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8000元。

被告人李伟，系新野县个体

工商户，在新野县歪子街南端开

办面粉厂为群众磨面。8月16

日，新野县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

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被告人李伟

在生产加工面粉过程中添加一种

面粉增白剂。经鉴定，添加的增

白剂为过氧化苯甲酰，系禁止向

食品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

经新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被告人李伟在生产加工、销

售面粉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应受到

惩罚。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

新野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宋豫张平德）

近日，淅川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

来到该县金河镇初中通过给该校的留守儿

童发放普法宣传资料，讲解未成年人犯罪

特点、发案规律等，提高留守儿童的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李雪山摄

近日，省高院法警总队对西峡法院三星级警队创建工作进行了考核评定，并检查了相应的硬件设施配备情况，对该院创建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具体建议。西峡县法院院长宋长青向检查组专题汇报了该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情况。 王晶雅 李生亮 摄

12月19日，卢氏县检察院邀请人民监

督员、特约检察员及媒体记者等20余人参

加了检察开放日活动，让社会各界直观地

了解检察工作职责，拉近检民之间的距离，

提高检察工作的透明度。 王睿张诚摄

【案情】

2012年7月21日晚约10时许，徐某酒后

在驻马店市雪松路与文明路交叉口乘杨某驾

驶的出租车返回遂平县城。途中杨某见徐某

醉酒，遂将车开到遂平县城南偏僻处，将徐某

拉下车并拉着徐某要车费。徐某因醉酒站立

不稳倒在地上，杨某趁机掏徐某裤袋里的钱，

徐某意识到杨某在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用手挡

了挡，因醉酒无力，钱包被杨某掏走，后杨某

将钱包里的1430元钱掏走，将钱包扔给徐某

后驾车逃跑。

【分歧】

对于杨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

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趁徐某醉酒沉

睡之际将其钱包掏出并窃取财物的行为，应

构成盗窃罪（案发时盗窃罪立案标准是1000

元）。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虽是在他人醉酒

后取财，但其是利用被害人醉酒后不能反抗，

以及地点偏僻不敢反抗的状态下强行拿走财

物，其行为应构成抢劫罪。第三种意见认为：

杨某并未采取使徐某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

强制方法，而是在徐某醉酒不备、来不及反抗

之时公然夺取财务，其行为应构成抢夺罪。

【评析】

笔者根据在遂平县检察院多年的工作

经验，同意第三种观点。盗窃罪和抢夺罪只

要求行为人具有侵犯财产权利的故意，而抢

劫罪要求行为人既有侵犯财产的故意，又有

侵犯人身权利的故意。抢劫罪侵犯的是被害

人的人身权利和财务所有权，而盗窃罪和抢

夺罪侵犯的只是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从行

为方式看，盗窃罪是以秘密窃取的方式盗取

公私财物。抢劫罪采取的是当场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公然夺取财物，或者迫使

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的行为。结合本案事

实，首先，徐某对杨某从其裤兜掏钱包的行

为是明知的，并用手去挡，只因醉酒无力而

至钱包被杨某掏走，因此不存在秘密窃取行

为。其次，杨某的行为对象就是徐某的财

物，并未对徐某本人实施任何伤害行为。第

三，徐某的醉酒状态并非杨某造成的，杨某

并未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使徐某丧失

反抗能力或不敢抗拒。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杨某的行为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根

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罪的规定

对其予以定罪处罚。

近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副院长张华

泽、政治处主任张明丽带领青年志愿者来

到五里店办事处七桥村，看望年老及因病

致贫的刘世地、罗良银、胡修芹等几位老

人，开展志愿慰问活动。李琴任静源摄

趁人酒醉掏其钱包 这种行为构成何罪

生产加工毒面粉
黑心商户获刑罚

争夺孩子抚养权
法官出面解纠纷

我是一名农民，2003年看到邻村3亩荒

地无人耕种，多次与邻村群众商量承包事

宜。2004年1月，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

同意，我与邻村村委会签订承包荒地造林合

同，期限30年，并报乡政府批准。我交纳45

万元承包费后请人照料，投入大量物力、财

力。谁知前几天，乡政府突然给我送来一份

《通知》，声称“拟征收荒地，建设养殖场”，并

以我非该村村民为由，要求撤销我与村委会

的承包合同，仅补偿我5万元损失，更不包

括期待受益。请问，我该怎么办？

读者李先生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发包方将农

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

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

（镇）人民政府批准。”你虽非该村村民，但

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与村委

会签订了合同。《合同法》规定：在订立合同

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

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

销权消灭。该合同已履行9年，不存在显

失公平问题，且撤销权已消灭，故合同不应

撤销。

同时，你与村委会签订合同是两个平等

主体之间的合法权利。乡政府下发《通知》

要求撤销你与村委会的合同，实属违法，你

应与乡政府协商解决。即使荒地被依法征

收，你可与村委会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认证机

构来认证地上附着物、青苗等直接损失及期

待受益，要求乡政府、村委会补偿这些损

失。一旦协商不成，你可提起诉讼。

（邓州市检察院刘龙）

乡政府有权解除我的承包合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