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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冰

检察长手记

读者来信

法治故事
□张传新陈华刘伟

【案情回放】

2013年7月，被告人张海江的同村村民

李红平（另案处理）将在广东省务工时认识并

同居怀孕且患有精神病的广东女子郑娇带

回唐河县老家同居生活。两个月后，李红平

找到被告人张海江，称其养活不了郑娇，让张

海江帮忙再给介绍一家，并提出要2万元

钱。张海江遂与王秋霞电话联系，让其帮忙

介绍人家，申明要2万元的条件，王秋霞答复

给其侄儿杨文生介绍。2013年9月21日，王

秋霞领其侄儿杨文生与郑娇见面，郑娇表示

同意。次日，王秋霞带其侄儿杨文生到唐河

县源潭镇支付给李红平现金2万元、张海江

现金800元后将郑娇领回家与杨文生同居生

活至今。另经南阳市耿介法医精神病司法

所鉴定，郑娇为精神病状态。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海江以出卖

为目的，伙同他人拐卖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拐

卖妇女罪。唐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张海江犯拐卖妇女罪的罪名成立，予以支

持。鉴于被告人张海江在共同犯罪中起到

介绍作用，应以从犯论，且犯罪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故应对其减轻处罚。

2014年2月25日，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

依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被告人

张海江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5000元。

【法官说法】

关于拐卖妇女罪的罪行规定，我国《刑

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犯拐卖妇女罪，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1)拐卖妇

女集团的首要分子；(2)拐卖妇女三人以上

的；(3)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4)诱骗、强迫

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

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5)以出卖为目的，使

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6)造

成被拐卖妇女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7)将妇女卖往境外的。拐

卖妇女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本罪在客观方

面表现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

妇女、儿童，或者偷盗婴幼儿的行为。特别

应该注意的是该罪客观表现中的接送、中

转，即在拐卖妇女、儿童的共同犯罪中，进行

接应、藏匿、转送、接转被拐骗的妇女、儿童

的行为，这些行为容易被人忽视，认为帮亲

戚朋友接送一下、提供个地方歇歇脚等根本

就构不成犯罪。而事实上法律明文规定，只

要实施了拐骗、绑架、收卖、贩卖、接送或者

中转妇女、儿童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拐

卖妇女、儿童罪。

郑州男子李晋杰想钱想疯了，为了赌

博，雇“摩的”以讨债为名到三门峡跟踪扫墓

者盗取骨灰盒，在扫墓者车上贴纸条留电

话敲诈钱财1.4万元。最终，李晋杰被三门

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9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被告人李晋杰现年48岁，小学文化程

度，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2013年8月18

日，李晋杰在三门峡市踩点跟踪到一家陵

园扫墓的男子，盗取了墓穴里的骨灰盒换

地方藏匿后，次日将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

贴在扫墓者的汽车上，告知骨灰盒被盗。

扫墓男子将情况通知了陵园。陵园工作人

员与李晋杰电话联系，被要求支付1.4万元

才归还骨灰盒。陵园无奈于2013年8月

24日向李晋杰指定银行卡先行汇入7000

元，李晋杰先后几次在郑州将7000元钱支

取用于赌博和挥霍。2013年8月28日，李

晋杰再次赶到三门峡，当晚将盗取的骨灰

盒换地点藏匿后，将藏匿地点分别告知亡

者家属和陵园工作人员。2013年9月3日，

李晋杰在洛阳等待支付余款时被公安机关

抓获。案发后，李晋杰的家属向陵园工作

人员代为退赔了7000元。

据李晋杰交代，多年前他从报纸上看

到了一则关于盗窃骨灰盒敲诈的报道，尽

管几名作案者最后被绳之以法，但是自

己还是存在侥幸心理，觉得一个人实施

被抓几率较小。案发一个月前，他找到

在郑州劳务市场认识的一名男子，请男子

吃了一顿饭，以帮男子找活干为名，将男

子银行卡借出，问出密码，带上原先在一

家工地干活时捡到的一部手机，2013年8

月17日一人从郑州赶到了三门峡。到三

门峡后，他先是以盯梢讨债为名雇用“摩

的”司机到陵园打探踩点，随后购买办理

了一张电话卡并乘“摩的”跟踪扫墓人，

以贴纸条留电话的方式通知扫墓人赎回

实施敲诈。

湖滨区法院近日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李晋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他人亡故

亲属的骨灰盒，以此敲诈他人财物1.4万

元，数额较大，犯罪手段、性质卑劣，其行为

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遂根据犯罪事实、情节

作出上述判决。

以案说法
□唐河县法院 张广坡王明芝

鱼塘权属起争执
挥拳相向被管制

唐河县一无知男受人之托帮人说媒，成了拐卖妇女的帮凶——

帮人说个媒 不料犯了法
锻造清廉队伍
发挥检察职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对政法
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
心和清晰思路,充分体现了党对
政法工作大局和长远发展的指导
思想、大政方针和根本要求。尤
其是习总书记提出的“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
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
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是政法工作的根本目标”，
让我们对检察工作往什么方向
走、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得更好
等重大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
作为一名基层检察院检察长，我
深受教育、深受触动、深受启发。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法队伍
的政治灵魂。检察工作要实现发
展进步，首要的就是保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
领导，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是我
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建
设一支政治过硬的检察队伍，我
们要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五个
过硬”要求，把政治建检放在首
位，把政治过硬作为第一要求，努
力打造出一支清正廉洁、过硬的
检察队伍，切实发挥检察职能，促
进公平正义。要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在学深学透学好上下工夫。党组
中心组要结合党的十八大及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时间学习交

流，各部门要结合本职工作组织
学习讨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
握精神实质，切实做到学深学透、
融会贯通，变成精神力量，变成实
际行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上来。结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际活动，通
过学习领会、查摆问题、严格整
改，进一步坚定干警的理想信念，
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
值追求。作为检察机关要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公
平正义。要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切实履
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坚持有案必办，有腐必
惩。既要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又
要加大查处各类贪污受贿、危害
民生民利的渎职侵权案件，还要
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
现由惩治向预防转变，由事后预
防向事前、事中预防转变。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法工
作的根本目标。作为基层院要立
足本职，结合实际，提升干警做好
群众工作的能力。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的“要把人民群众的事
当做自己的事，把人民群众的小
事当做自己的大事”，从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群众
不满意的问题改起，为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重
点做好控申接待工作排查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重点查办危害民生
民利职务犯罪案件；重点做好查
处发生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司法不
公的案事件上；重点做好检察环
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以实
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力
服务地方社会大局稳定。

近日，西峡法院审理了一起

因焚烧自家责任田荒草而引起紧

邻的山坡着火案件，被告人王某

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春节期间，家住西峡县桑坪

镇黄沙村的王某来到自家的责任

田看到田埂上的荒草十分茂盛，

就将田埂上的荒草点燃进行焚

烧，突然风力增大，火势难以控制，

大火蔓延到了紧邻的山坡上，造

成山坡2.3934公顷的林木着火。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

某违反林业保护法规，过失引起

岭挡沟山坡着火，造成山坡

2.3934公顷林木烧毁，其行为已

构成失火罪。同时，鉴于被告人

王某在发现火情时能够立即实施

灭火行为，且系初犯、偶犯，认罪态

度也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马燕杨晓锋）

在市场经济日趋繁荣的今

天，许多人开始经营服装、小商品

等小规模生意，既活跃了市场，又

增加了一部分收入。但总有一些

不劳而获之徒，心存侥幸顺手牵

羊，最终触犯法律，受到严惩。日

前，博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涉嫌盗窃犯罪案件，40多岁的侯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

罚金4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去年5～7

月，被告人侯某先后六次窜至博

爱县商贸城、博爱县鼎基服装城

等地，佯装进店购物，趁店里人

多，店主忙于生意之机，顺手将店

主放在店里的手提包或手机盗

走，总价值人民币4087元。案发

后，赃款、赃物均退还失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侯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

罪。鉴于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

并包赔了受害人损失，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吴沁梅）

大意焚烧荒草
过失酿成火灾

佯装进店购物
顺手牵羊被抓

3月4日，夏邑县妇联开展的2014年“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拉开帷幕。该县司法、公安、检察、民政、劳动、工商、卫生、土地、人口

计生、妇联等部门相关工作者走上街头，面向城乡基层妇女群众开展普法宣传、维权咨询、法律帮助等活动。 苗育才摄

加强文化育检，建设强力检察文化，是检

察事业持续发展的无形杠杆和幕后驱动力。

确山县检察院注重从检察文化系统生成要素

抓起，建设社会使命至上型确检文化，积极实

施文化育检工程，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载体，

不断提升检察干警的素养品位。

一是落实党组集中学习制度、干警定期学

习制度、专家咨询辅导制度，大力开展岗位练

兵，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形成人人渴求知识，自

觉学习充电的良好氛围，不断推动学习型、创

新型检察院建设。

二是在学习借鉴兄弟县院先进检察文化

建设经验、发动干警建言献策的基础上，制定

了《确山县人民检察院文化育检实施细则》，并

推进实施。

三是结合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活动，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积极培育和弘

扬“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

观，引导全院干警坚定政治方向，端正价值取

向，砥砺职业操守。

四是组织干警开展球类、棋类、登山、长

跑、文艺晚会、书法、绘画、演讲比赛等形式多

样的文体活动，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陶

冶干警情操。预防科科长王春祥的油画作品

《白洁肖像》在全国检察机关廉洁从检书法绘

画作品展中入选。

五是设立文化展室、制作文化宣传版面、

廉政座右铭等，并利用大型电子显示屏播放廉

政格言、名人语录，营造了浓厚的检察文化氛

围，使干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提高了文

化综合素质。 （张劲松）

郑州一男子为还赌债三门峡盗取骨灰盒敲诈亡者家属获刑

看完新闻“受启发”“绑架”死人来敲诈

近日，卢氏县法院院长刘占军带领法

官来到五里川镇，通过讲授法制课、法律

互动、参观法庭、模拟庭审等多种形式，为

该镇500多名师生送上了一场丰盛的“法

律大餐”。 赵富林 郜留剑 李华摄

近日，在信阳市平桥区人民代表大会期

间，平桥区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带领人员分

头走访人大代表，征求他们对检察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图为该院民警走访驻地解放军

代表团。 余浩夏辉摄

近日，遂平县检察院未成年办案组民警

来到花庄乡邓庄小学，就如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讲解，为师生带

来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受到广大师生及家

长的欢迎。 徐华君赵玲玲摄

我于2012年开始养猪，我村李某系村里

的生猪经纪人，在以前李某介绍的交易中，有

时遇到生猪购买人暂时未带钱的情况，生猪购

买人就先将猪拉走，过几天后才将生猪款交给

李某，然后李某将钱转交给我。去年夏天，经

李某介绍，张某到我处购买生猪20头，价值3

万余元，当时未付款。过几天我找到李某说明

情况并要求出具欠条，李某当日给我出具一份

欠条，并在欠条上注明生猪系张某拉走。现在

都快一年了，也没给我生猪款。请问我的生猪

虽然被张某拉走，但介绍人李某给我出具了欠

条，如果我凭欠条起诉李某，我能胜诉吗？

读者：王才
王才读者：你村李某介绍张某与你发生生

猪交易，在张某不付款的情况下，李某承诺向

你付款（出具欠条），你表示同意（接受欠条），

你就与李某之间设立了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且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

效的。从理论上讲，李某向你出具欠条的行为

属于债务加入，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到债

的关系中来，成为新的债务人，同原债务人一

起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不履行债务

的，债权人可以诉请人民法院要求第三人履

行，也可以请求原债务人履行债务。目前，债

务加入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但可以适用合同法无名合同的规定。对于无名

合同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你村李某如果

不能证明向你出具欠条时存在欺诈、胁迫、乘

人之危等情形，且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出具欠

条的性质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应当不存在重大

误解，应当出于自愿，依照该合同关系，你系债

权人，李某系债务人，他就负有向你归还生猪

款的义务。因此，你起诉李某，一定可以胜

诉。当然，根据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债务加入

人清偿债务后，享有向实际债务人追偿的权

利。也就是说，李某在向你支付生猪款后还可

以向张某追偿。 博爱县人民法院 王红霞

确山县检察院

坚持文化育检

如果打这场官司，
我能胜诉吗？

“闺女，我来看你了。”70多岁的留守

老人李某一走进少审庭办公室便大声嚷

道。女法官张珂抬头一看，立即放下手中的

活，起身拉着老人的手坐在沙发上聊起了家

常。这是2月28日，发生在内乡县法院少

审庭办公室的感人一幕。

李某的儿女们都出门在外务工，留下

李某及老伴常年留守在家。儿女们一年春

节回来一次，缺少了对老人的关爱。俗话说

养儿防老，可如今自己老了，儿女却都不在

自己身边，长时间的单调生活，使老人倍感

寂寞，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但又不好意思

与儿女们诉说。开展“一村四警”活动以来，

张法官了解到李某的情况后，便主动与老人

的子女联系。把老人的情况一一向他们作

了说明，要求他们定期给老人一个电话，有

时间轮流回家看看老人，让老人感受到家庭

的温暖。不知情的子女们，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便隔三岔五轮流给老人打电话，问寒

问暖，聊聊家常。张法官也时常在工作之余

来到老人家，与老人聊聊家常。从此老人非

常开心，精神焕发，逢人便说：“我不但有外

出打工的儿女，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当法官的

闺女。”当天老人没事，便特意来到法院看望

自己的“法官闺女”。

法治现场
□张冯云虎 程振华

“闺女，我来看你了”
二人本是叔伯兄弟，却因为

鱼塘的权属问题起了争执后挥拳

相向，弟把哥打成轻伤。3月3

日，罗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被告人王军管制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

军与被害人王涛系叔伯兄弟，均

居住在罗山县楠杆镇张楼村王湾

组。2013年8月15日，在该村民

组大堰塘旁，因鱼塘权属问题二

人发生争执，王军用手扇王涛一

耳光，双方发生厮打。经法医鉴

定，王涛左耳外伤性鼓膜穿孔，属

轻伤范围。同年9月10日，王军

自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

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王

涛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经法院主

持调解，王军一次性赔偿王涛医

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6

万元，王涛对王军表示谅解，并请

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王军与他人发生纠纷后，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

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王军主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

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孔晶晶）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