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存侥幸，在校高中生刘某在超市购物

时“顺手牵羊”，连续7次盗窃超市物品。为

挽救感化失足青少年，近日，西华县检察院根

据刘某案情，依法作出对其不予批捕的决定。

去年7月25日，西华县警方接到县城

一社区超市老板的报警电话，对方称其超市

牛奶、巧克力等小件商品被盗，价值共计61

元。民警根据从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一个双

肩包内查找到一个名叫“丁某”的身份证，并

以此为线索，和与丁某同名不同姓的犯罪嫌

疑人刘某取得联系。未等民警上门抓捕，刘

某主动到当地派出所自首。

据刘某交代，他第一次在超市实施盗窃

是去年7月15日。首次得逞没被发现，刘

某便在7月15日至25日十天时间里，在同

一超市先后七次实施盗窃，盗窃物品折合人

民币共计800余元。

西华县检察院侦监科在接到该案后，办

案人员本着对青少年教育挽救的方针，对案

件慎重审查，及时向院领导汇报请示。他们

了解到，刘某家庭贫困，且幼小时母亲去世，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

生活。案发时正值暑假期间，无人监管。其

在超市购物结账时装在背包内的商品忘记

付款而未被超市发现，产生侥幸心理，开始

实施盗窃。

该院审查后认为，刘某系在校高中生，

能够主动投案，认罪态度较好，又是初犯，恶

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家人也积极赔

偿受害人，已得到受害人谅解。根据关于在

办理刑事案件中实行非羁押诉讼的有关规

定，最终决定对刘某不予逮捕。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张茜茜）

农村版

为筹赌资去设局
骗弟房款十八万

政法一线

法治案例

8 编辑∶王建立 电话：0371-65795711 E－mail∶hnrbncbzyfz@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段俊韶中原法治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严打生态犯罪 呵护碧水蓝天
西峡“打议防”三位一体护卫京津“清水缸”——

三门峡湖滨区法院

助力川籍民工
讨薪11万余元

遂平县检察院赵国强张蕾

法治调查

销售烟花未办证
非法经营获徒刑

农村干部贪腐
缘何越来越多

淅川法官

驱车两千多里
送15万赔偿款

七次盗窃，高中生自首获宽大
西华县检察院柔性执法——

“现在再也没有飞尘烟雾污染了，早晨

在公园里散步又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了。”近

日，西峡县城南百姓李颖显一边散步一边感

慨。而在一年前，位于城南的西保集团老厂

虽经数次改良，但飞尘污染仍难以解决。今

年年初，该县检察院根据群众反映，召集人民

监督员、人大代表等对该厂进行评议，并向县

政府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彻底改造。该厂随

即关停，搬出城区。

西峡县位于丹江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渠首主要水源涵养区。随着调水期日益

临近，为京津冀造就“清水缸”已成该县“世纪

工程”。“护航生态，检察机关任重道远，要立

足职能，打击破坏生态犯罪、评议新上项目、

防范生态破坏，让碧水蓝天永驻渠首。”面对

呵护生态，该县检察院检察长梁志敏大显担

当本色。

2012年以来，该院与公安、法院、司法联

合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实施意见》、《关于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

的渎职犯罪行为的通知》等文件，强化环保监

督。与公安、林业、环保等部门协同作战，对

盗伐滥伐林木、失火烧山、非法占用耕地或农

用地、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资源犯罪，快捕快

诉。去年至今，该院共批捕涉林犯罪5 人，起

诉4人，查办破坏生态环境的职务犯罪3人。

截至2013年底，该县新上的两家企业因

粉尘污染问题，遭到百姓投诉。去年2月初，

西峡县检察院果断向县环保部门提出检察建

议，要求环保局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加大执法

力度，对两家企业排污依法作出处理。环保

部门随即进行调查，并依法对两家企业作出

了停产和整顿决定。

项目污染不污染、该上不该上，必须过

好“评议关”，让群众“敲定”。随即，他们向县

委、县政府提出检察建议，要求凡新上项目须

问计于民，经人大代表、特约检察员、群众代

表等进行评议许可后，方可上马，这一建议得

到支持。去年以来，共开展评议7次，先后否

决了垃圾焚烧发电、皂素加工等高耗能、高污

染项目14个。

“预防就是生产力，预防造就好生态。”据

梁志敏介绍，该院坚持预防为先，在县工业园

和环保局建立检察联络站，公布举报电话，发

现案件线索，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认真履行

职责。同时，该院依托派驻的6个乡镇检察

室，向辖区群众讲解南水北调意义，宣传《环

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规，使群

众了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破坏生态环境

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该院及时向林区各乡镇

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做好破坏生态刑事案件

预防工作，有效预防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发

生。仅去年以来，检察联络站接受举报13

次，发现线索4条，立案查处1件，整改3件。

共开展预防宣传16场次，接受教育群众达3

万人次。 （马志全 张宇）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不

断加快，国家在政策、项目和资金

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进

一步加大，村干部协助政府从事公

务的情况增多，贪腐现象在基层村

干部中多有发生，并且呈现逐年上

升的趋势。

近两年来，遂平县人民检察院

通过对查处的基层村干部职务犯

罪案件的调查分析，发现该类犯罪

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犯罪主

体集中，窝案、串案居多，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文书成

为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主

体。二是触犯罪名单一，涉案款项

种类多，主要犯罪类型为贪污犯

罪。

没有直接受害人，发现难。村

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大都不是直接

从农民的口袋里掏钱，而是根据国

家的惠民政策直接从国家套取或

虚报冒领的资金。因农民对上述

资金未直接支配，感觉不到自己是

直接受害者，所以对此类犯罪，群

众举报不及时，检察机关发现较

难。

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

薄。大多数村干部的文化程度都是

初中或小学，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

很少，再加上平时不善于学习政治、

法律等知识，思想政治素质较低,自

我要求不严,部分村干部把村里收

入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任意处置，

中饱私囊。而有些村干部甚至就不

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通常

以情代法，随心所欲。

财务制度不健全，账目设置混

乱。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的村镇普

遍存在财务制度管理混乱问题。

虽然县里实行了村账乡管制度，但

该制度形同虚设，很多村委都存在

有收入不记账、私设小金库、公私

账务不分，甚至出现缺账、少账、无

账等情况，很多村干部一人身兼出

纳、会计，导致一些村干部收取的

公款长期不交财务，自收自支，利

用白条和虚假发票冲账、隐瞒收入

等手段进行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

明显增多。

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机

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

村基层组织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

土地、资金、水利等重要的开发利

用权掌握在部分村干部手中，村公

共资金的支配由村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少数人说了算,其他人员不

敢提意见,也不敢向上反映,起不

到应有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作

用。

综合以上分析，要想遏制村干

部贪腐的势头，必须强化对村干部

的教育和培训,不断增强他们的法

律素养，建立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

度，实行收支两条线，真正做到村务

公开，强化上级组织对村干部的监

督，并发动群众进行监督。

罗山县人民法院孔晶晶

以案说法

不顾亲情，嫌疑人竟然骗取自

己亲弟辛辛苦苦在外打工所挣的

购房款18万元。日前，遂平县检察

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了犯罪

嫌疑人武某。

2013年5月，武某之弟武三某

（常年在外）想要买房，便让武某留

意。武某爱赌，想用武三某的房款

通过赌博去挣钱。8月，武某租来

一房，并告知武三某房已帮其问

好，让其去签合同。同时武某找到

熟人刘某，告诉刘某自己“赚钱”的

想法，让刘某冒充房主与武三某签

订合同，刘某认为二人系亲兄弟，

武某不会骗武三某钱财，便同意。

武三某让自己的女儿拿着房款，去

签合同。武三某的女儿与“房主”

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向刘

某支付房款18万，刘某随即将武

某租来的房屋的钥匙交给武三某

的女儿，谎称房产证会统一办

理。刘某得钱后便将此款交给武

某，武某将钱挥霍一空。

2014年5月，因武某租房合同

到期，武某又向其侄女表示自己想

暂时使用该房，向其侄女要回钥

匙。武某怕武三某知道自己已将

钱全部挥霍，便又租一房屋并将钥

匙交给其侄女。2014年8月，武三

某从外地归来欲卖“自己”的房屋

才得知真相。武三某多次讨要未

果，遂报案，后武某被公安机关抓

获。现武某已被提起公诉。

（李虎臣 刘四超）

在未办理销售许可证的情况

下，竟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最终未

能逃脱法律制裁。2014年 12月

31日，安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该起

非法经营案，被告人李山（化名）一

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并处罚金5万元；烟花爆竹予以没

收并上缴国库。

2013年7月，被告人李山在无

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从湖南浏阳市一花炮厂购买烟

花爆竹4291箱，共计53个品种，并

将其放置在仓库内。同年11月4

日，被告人李山再次从湖南浏阳市

一花炮厂购买烟花爆竹1750箱，共

计15个品种。当日，其在仓库外卸

货时，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人员

当场查获。经价格认证中心鉴定，

查 获 的 烟 花 爆 竹 价 值 共 计

328808.3元。另查明，被告人李山

于2014年4月25日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山

在没有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非法经营烟花爆竹价值

328808.3元，扰乱市场秩序，情节

严重，依照我国《刑法》有关条款之

规定，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鉴于其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予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

出了前述判决。

（黄宪伟 王改玲）

卢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强对学生群体安全教育管理，经常组织民警进校园向学生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学生自觉抵制交通

违法行为，安全文明出行。图为民警近日向学生宣传交通安全。 曾华翔 摄

【案情】

2000年3月2日，杜康入赘女方张丽家

后与女方所在的居民小组签订协议，约定该

居民小组同意杜康户口迁到该居民小组，但

只承认杜康属挂牌户口，今后该居民小组卖

田、卖地杜康不能分得。杜康张丽婚后生一

子杜亮，一女杜晶，户口均落在该居民小组。

2009年和2010年，政府征用该居民小

组土地。经村民大会通过，2013年年底，该

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分配土地

补偿费5.1万元，但未分配给杜康、张丽、杜

亮、杜晶四人，四人遂以该居民小组为被告

起诉至法院请求分配土地补偿款。

近日，罗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被

告居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告张丽、杜

亮、杜晶每人支付土地补偿款5.1万元，驳回

原告杜康要求分配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说法】

“空挂户”是指户籍在集体经济组织所

在地，但并不在该地生产、生活，空挂的目的

主要是为解决子女就学或从事经营活动的

方便。对此，一般不应认定其成员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

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

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

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

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

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只

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村民才有权请求分配相

应的土地补偿费。这样既保护了村民的合

法权益，也同时避免了农村集体的利益被

“空挂户”、“两头占”等情况恶意侵犯。

是否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是确定本案原告是否享有征地补偿权的关

键。笔者主张，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

据一般应以户籍为原则，但户籍又不是唯一

依据，还应结合地权进行考虑。如果某人户

口在本村，只要他（她）的农民身份没有改变，

依附于村集体土地，他（她）必然享有集体土

地的地权，他（她）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

团体里的一分子，他（她）就和其他集体成员

一起，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

权主体的一部分，就应该成为征地补偿费的

受益权主体。

就本案而言，原告杜康作为入赘婿虽

然将其户口迁入被告处，并与被告约定为

挂牌户口，且一直未分得被告的责任田地，

杜康自挂牌迁入被告处后长期不在该组居

住，未参与该组前几次的土地补偿款分配，

也没有参加过该组任何一次会议，不应具

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享有征

地补偿权。原告张丽结婚后，其户籍并未

迁出，应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仍享有

地权，其承包的土地不应被收回，应保留原

来所分的责任田，其所生子女属有地权主

体，应与其母等额分配征地补偿费。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空挂户”入赘婿能否享有征地补偿权？

近日，太康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全

面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法治

建设的核心问题，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充分

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 郑宏 刘卫亚 摄

近日，鲁山县法院院长李俊峰深入企业

征求意见，为企业提供司法服务。该院坚持

“走出去”，深入乡村街道、矿山企业，解决群

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司法难题，服务企业

发展。 李永超 摄

近日，方城县法院常务副院长、联村干

警孔丽与县政法委、工商联等人深入券桥

乡特困家庭家中，为他们送去了面粉、大

米、棉被、棉衣、食用油等过冬物资，鼓励他

们树立信心，早日过上好日子。程远景摄

2014年12月17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

民法院民二庭通过庭前调解，为20名四川籍

农民工要回拖欠工资11万余元。

四川省剑阁县20名农民工跟随包工头朱

某在三门峡市某建筑工地从事建筑工作。期

间，因建筑商未及时向朱某支付相关款项，朱

某未发放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诉讼。接到

农民工的诉状后，湖滨区法院高度重视，立案

庭开通立案绿色通道，加班进行立案审查，办

理完立案手续立即将案件转入民二庭办理。

民二庭接到案件后，一方面及时做好庭前

准备工作，马上确定开庭时间并送达应诉；另

一方面，民二庭庭长和主管院长积极与欠薪人

朱某联系，向朱某宣讲河南全省法院正在开展

的第六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活动的情况和要求，

朱某表示一定积极筹款，尽快解决。经过10

余次的沟通和调解，最终于2014年12月17日

达成调解协议，朱某当天向20名农民工支付

工资款11万余元。 （张传新 陈华）

“法院不仅给了我这个外乡人作出了公

正判决，还亲自将赔偿款送到家里。太感谢

了！”2014年12月11日，淅川县法院执行员

驱车两千多里来到重庆将15万元执行款亲手

送到了已高位截肢的申请人李某手上，让李

某及其家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2013年10月，申请人李某与广西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某建设公司）工

伤待遇纠纷一案，经淅川县法院审理后出判

决，判令被告广西某建设公司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各项损失共计

149778.2元，并按河南省劳动人事和社会保

障厅公布的辅助器具费用及使用年限，在辅

助器具使用期限届满前十日支付原告更换辅

助器具费用。同时，要求被告广西某建设公

司自2014年6月起每月1日向原告支付当月

的伤残津贴1650.7元，以后若原告的伤残津

贴低于淅川县最低工资标准，被告依照淅川

县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其差额；被告广西某建

设公司自2014年6月份起每月1日向原告支

付当月的生活护理费776.8元。

判决生效后，因被告广西某建设公司未履

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2014年7月，李某向

淅川县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受理后，经执行员

多次做被申请人工作，双方于2014年11月27

日达成执行和解。考虑到申请人李某行动不

便，承办法官远赴重庆将该笔执行款亲自送到

申请人李某的手中。 （杨泓 张长海）

一被告人为种植香菇，结果找

人将自家责任山上的林木砍伐，数

量巨大构成犯罪。日前，南召县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段某甲犯盗伐

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13年年底，被告人段某甲

找到同组责任山共有人段某乙、段

某丙和亲戚王某（三人均另案处

理）等人帮忙，在南召县乔端镇河

口村栋青沟组上伙铺自己的责任

山上砍伐林木31.5吨（折合活立木

材积为27.86立方米）种植袋料香

菇。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段某甲

违反林木保护法规，在未取得林业

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自

己承包经营管理的本组集体所有

的山林中砍伐林木，数量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段某甲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

对其从轻处罚。经委托司法行政

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对段某甲所在

社区调查，对段某甲适用非监禁刑

对其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可

对其适用非监禁刑。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周勤）

盗伐林木种香菇
判刑罚金受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