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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一张被风吹走的火车票

缓刑期间被强制隔离戒毒
应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少年心生贪念触法
用支付宝盗窃受罚

婚约彩礼起纠纷
法院判决应返还

近日，渑池县公安局刑警抽丝剥茧，通

过一张被风吹走的火车票，成功破获一起摩

托车被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追回被

盗摩托车一辆。

3月15日，渑池县公安局接到贺某报

警称：其放在渑池县新兴街中段路东一门

洞下的一辆价值3000余元的蓝色“鬼火”

摩托车被盗。正在值班的刑警一中队接

警后，联合合成作战中心迅速开展侦查工

作。在对案发现场进行仔细踏勘后，他们

沿犯罪嫌疑人可能途经的路线展开轨迹

追踪。犯罪嫌疑人为两名男性青年，年龄

20岁左右，作案后驾驶被盗摩托车沿310

国道一路向西逃窜。经视频倒查追踪，发

现犯罪嫌疑人于当天下午从渑池火车站

出来步行至渑池县新兴街，民警分析认为

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乘火车流窜至渑池

作案。

案件虽小，但群众利益无小事。虽有了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轮廓，但其身份仍未确

定。侦查人员对视频监控进行仔细分析，发

现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在火车站附近右手

有甩手动作，像是扔出了一个白色的东西。

民警推测：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出站后随手扔

了火车票？结合现在国家实行实名制购票，

找到车票也就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何鹏队

长带领民警魏鹏、高洋，迅速赶到火车站附

近进行仔细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近一个

小时后，在一个垃圾桶旁，他们发现了一张

被揉成一团且被风吹挂在枣刺上的火车票，

打开后发现这是一名胡姓男子购买的当日

K870次灵宝至渑池的火车票。而K870次

列车到达渑池站的时间与该两名犯罪嫌疑

人从火车站出来的时间基本符合。侦查人

员迅速对该胡姓男子开展侦查，发现当日购

买同次车票的为一名灵宝籍荆姓男子，该两

名男子均无前科，但其年龄与视频监控中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相近。

侦查人员立即奔赴灵宝开展工作，经大

量走访调查，发现胡某和荆某的身份证早已

丢失，现在所持的身份证系后期补办，胡某

现在灵宝一健身房工作，荆某现在陕西一大

学读书，二人最近未到过渑池，无作案时

间。至此，胡某、荆某二人的嫌疑排除，应系

两名犯罪嫌疑人冒用胡某、荆某二人的身份

证流窜作案。根据前期的侦查结果，侦查人

员大胆推测，该两名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再

次冒用胡某、荆某二人的身份证，当即做通

胡、荆二人思想工作，让他们暂时停用自己

的身份证，倒逼犯罪嫌疑人自己暴露。

3月25日，当再次冒用胡某、荆某二人

身份证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刘某（男，20岁，灵

宝市大王镇人）李某（男，15岁，灵宝市焦村

镇人）入住灵宝市一宾馆时被刑警当场抓

获，并同时缴获贺某被盗的蓝色“鬼火”摩托

车一辆。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3月15日

在渑池县新兴街盗窃贺某一辆摩托车的犯

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刑事拘

留，犯罪嫌疑人李某未满16周岁，另案处

理。

渑池警方抽丝剥茧破获盗窃案

【案情】
2014年9月王某因非法拘禁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

月，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自

2014年9月29日起至2016年9月

28日。根据法律规定，对宣告缓刑

的王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要在其居

住地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5年1

月，王某吸毒被公安机关发现，因王

某曾有吸毒前科，当地公安机关决

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二年。

【分歧】
对王某能否撤销缓刑执行原判

刑罚，存在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在缓刑

考验期内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虽

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

《刑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有关监

督管理规定，但王某并没有实施刑

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危

害，况且王某已被强制隔离戒毒。

因此不适用《刑法》第77条第2款规

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监督管理规

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应当撤销

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在缓刑

考验期内因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

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

《刑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有关监

督管理规定，属“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监

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应

当依法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争

议的焦点是王某在缓刑考验期内吸毒

被强制隔离是否属于“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监

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

那么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刑

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所规定的

情节严重应当予以撤销缓刑执行原

判刑罚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王某主观上存在故意。

王某作为社区矫正人员，主观上明

知在缓刑考验期内应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但其无视法规再次吸毒，触

犯法律，充分说明王某主观存在违

法故意缺乏应有的悔罪自新意识。

第二，王某客观方面不能正常参

加劳动和学习。法律设置缓刑的目

的就是想通过非监禁刑使一些犯罪

行为较轻的罪犯在社区内通过公共

道德、法律常识等学习及参加社区服

务，修复社会关系，顺利回归社会。

王某在吸毒状态下已不能像其他社

区矫正人员一样正常地参加劳动和

学习以及社区服务，缓刑这种非监禁

刑的功能在其身上没有充分发挥，更

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改造作用。

第三，王某的吸毒行为具有社

会危害性。王某吸毒成瘾，会给其

家庭成员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和精神

上的伤害，并且吸毒容易诱发犯罪，

吸毒人员为获取毒资，往往通过盗

窃、抢夺、抢劫等违法行为再次走上

犯罪道路，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

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王某虽然已被强制隔离戒

毒，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仅是一种

行政强制措施，并非刑罚，不能代替

刑罚的执行。为维护法律严肃性，做

到罪责刑相适应，确保社区矫正工作

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

当对王某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为深化平安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转变

工作作风，驿城区司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采取得力措施，扎实工作，积极参与平安

建设工作，为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去年以来，驻马店市驿城区司法局多策

并举，普及全区公民法治宣传教育，加强法治

阵地建设。打造了世纪广场法治文化广场、

法治宣传一条街、法治机关大院等法治阵地，

并开通了驿城法治网和手机短信平台，让法

律知识更好融入百姓生活。2015年，该局共

举办大型普法讲座50余场，各类法治培训班

10多期，法治宣传一条街活动6场次，设立法

治咨询台120余台次，悬挂法治宣传标语

200余幅，宣传版面300余块，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5万余册，解答群众法律咨询1000余人

次。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进一步扩大法治

宣传教育的辐射面，提高群众对平安建设和

司法行政机关的知晓率、参与率。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筑牢全区维稳防

线。2015年，全区共排查调处各类民间矛

盾纠纷7372起，调处成功7070起，排查纠

纷476件，预防纠纷473件，防止民转刑31

件49人次，防止群体性上访68件739人，调

解率100%，调成率达95%以上。对特殊人

群，该局加强管理。比如，对刑释人员及被

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五类矫正对象建档管控，将矫正人员纳

入手机定位监控系统，随时掌握社区矫正人

员的行踪，做到不脱管，不漏管。自2012年

社区矫正工作移交司法系统以来，全区累计

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15人，累计解除241

人。2015年，新接纳特殊人群325人，建档

立卡325人，安置帮教325人；新接纳社区矫

正人员112名，现共有在矫人员181名。对

刑释人员，该局协调民政部门积极落实优惠

政策和帮扶措施，将刑释人员中的“三无”人

员及暂时无就业收入的困难对象，纳入低

保、慈善救济等政策范围；对有劳动能力和

求职愿望人员实行免费登记、开展职业指导

和技术培训，为刑释人员就业择业创造更加

便利的环境。

提供优质、高效、便民的法律服务。一

是发挥律师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律师参与

接待、处理信访事项工作，积极化解信访矛

盾，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是推进法律援助“民心工程”，维护弱势群

体的合法权益。区司法局加强同法院、公

安、劳动、工会、妇联、残联等部门合作，全力

推进法律援助“民心工程”，为老弱病残、农

民工、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开辟一条更加

宽阔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为弱势群体提

供无偿法律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稳

定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切实维护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2015年，该局共办理各

类法律援助498起，解答法律咨询4900余

人次。 （李泓光）

近日，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

婚约彩礼纠纷案件，虽然男女双方已

经按农村风俗定下婚约，但由于还没

有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

决女方将男方的彩礼全部返还。

原告张某与被告邢某经人介绍

相识并订婚，订婚时男方张某给女

方邢某现金10.8万元及价值1万元

的“三金”（金戒指、金手镯、金耳

环）。另外，在交往中，张某为邢某

及其父母购买礼品花费 3000 余

元。后来，二人因为性格问题分

手，张某遂讨要彩礼，遭到邢某及其

父母的拒绝。于是，张某将邢某及

其父母告上法院，要求三人共同返

还彩礼款10.8万元、“三金”及3000

元订婚花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照《婚姻

法》及其解释，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婚约彩礼的，

法院应予支持；原告在交往中给予

被告的食物和手机属于礼节性的赠

予，女方可不予返还。据此，依法判

决邢某及其父母共同返还张某彩礼

款10.8万元及“三金”，本案诉讼费

用600元亦由被告承担。（马献科）

3月18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

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未成年人

利用手机支付宝转走他人银行卡账

户钱款的盗窃案，依法判决被告人

朱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2015年10月30日，被告人朱

某在信阳市平桥区一汽车维修厂打

工（实习）期间,该厂老板让朱某教

其使用支付宝网购，朱某趁机记下

了银行卡密码。2015年11月2日，

朱某乘其手机放在店内充电之机，

使用自己的手机登录受害人的支付

宝账号，通过支付宝分七次转走其

银行卡内的5000元钱到自己账户

内，并删除掉受害人手机上银行提

示信息。2015年11月4日，朱某采

取同样的方法，将受害人的5000元

钱转入自己账户。案发后，朱某父

亲退赔受害人现金1万元。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院经调

查了解，朱某上学期间表现尚可，无

其他违法行为。此次不法行为系心

生贪念偶然犯罪。根据被告人犯罪

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同时体现对未成年

人实行“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

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

院遂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作出上述

判决。 （鄢有生 董新凤）

今年以来，武陟县法院不断完善“诉调

对接”工作机制，注重诉讼与非诉讼程序上

的互动，有效延伸了司法触角，促进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有效衔接，让群众

的调解渠道变得更便捷、更高效。

首先是案源互动。对于当事人起诉的

案件，该院根据案件情况，在征得当事人同

意后，可委托乡镇诉调对接工作站或村工作

室进行调解；对直接到乡镇诉调对接工作站

或工作室或行业诉调对接中心要求解决的

纠纷，经他们调解无法解决的，可经由诉调

对接机构转交法院，由法院委托社会法庭直

接进行诉前调解，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诉前。

其次是工作方式互动。该院加强对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指导，主动参与纠纷调

解，对案件调解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协调有

关部门解决。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该院

要求承办庭室和法官认真听取先前参与诉

前调解的有关调解人员的意见建议，对双方

当事人在诉前调解中无异议的证据，经当事

人确认后，依法认定，简化程序。同时，邀请

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参与法院主持调解

的案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减少案件当

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促成案件调解。

最后是加强司法保障。对人民调解或

行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该院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依法进行司法确认，为建立多元纠

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对司法

确认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到期仍拒不履行

的，该院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有效地维护了

当事人合法权益，扩大社会对人民法院司法

确认工作的认同。 （李中有王莉莉）

今年以来，睢县公安局将懒政怠政“四

个不为”专项治理与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相

结合，通过搭建民意警务、便民服务、立体

防控、法制宣传四个平台，有力地拓宽了服

务、联系群众渠道，提升了群众工作水平。

该局搭建了民意警务平台，广大群众

在网上通过微博、微信、公安服务在线等渠

道就可以进行业务咨询、投诉举报、提出建

议和意见，通过不断调整对策、改进管理服

务，使服务群众更畅通，消除了个别民警思

想消极、精神懈怠现象；搭建便民服务平

台，户籍、出入境、车管服务窗口为办事群

众提供“低柜台一站式”服务，安排专职民

警在前台为办事群众提供警务咨询，同时

建立窗口评价机制，接受群众的监督，大力

推行“加班、上门、网络”等服务方式，简化

群众办事程序，为老弱病残等群体开设“绿

色通道”网络预约、上门服务，促进了民警

服务群众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搭建立体防

控平台，建立警情合成研判机制和网上网

下巡逻制度，加大重点部位巡逻，并将网上

网下治安防范触角延伸到街、巷，逐步形成

了立体的治安防控体系。（郝宁屈向前）

今年以来，舞阳县人民法院充分利用

人民陪审员了解当地风俗习惯的优势，发

挥陪审员庭审“挑刺工”、执行“好助手”的

作用，引导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判、执行、

诉前调解等法院的各项工作当中来，不断

挖掘“无袍法官”的潜力，着力提升审判执

行质效。

挑刺庭审。建立陪审员约谈机制，邀请

陪审员座谈，开门纳谏，充分听取规范陪审

员管理、加强陪审员培训、完善参审参执程

序、提高陪审陪执质效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同时邀请陪审员对庭审过程中的庭审秩序、

庭审礼仪、庭审质量、庭审能力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出批评和改正意见，“倒逼”法官不

断提高庭审规范水平，提高庭审驾驭能力。

助力执行。为保障陪审员全面参与执

行工作，该院充分发挥陪审员地缘、人缘的

优势，在案件执行前让陪审员协助进行调

查摸底工作，在执行中发挥因势利导的调

解作用，在执行后进行释法明理劝说引导

工作，提高执行案件的执结率。

截至目前，该院陪审员刑事案件普通

程序陪审率达100% ，民商事案件普通程

序陪审率达85% 以上，共引导人民陪审员

参与纠纷和解260件，案件调撤率达90%

以上。 （蔡强 左新涛）

3月28日，西峡县检察院指派两名公诉

干警前往案发地，为一起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犯罪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并监督庭审程序依

法进行。被告人廉某醉酒驾驶摩托车追尾，

致使他人受伤。 马志全张宇摄

3月29日，平桥区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对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进行研究分析，制定整改措施，自觉接受人

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监督，促进法院各项工

作开展。 张纯松摄

武陟县法院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近日，桐柏县检察院组织干警走上街

头，重点宣传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反家庭

暴力法等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有关的

法律法规，并热情细致地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 周闻胜 郭冬冬摄

日前，平舆县公安局积极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学校对在校教师及学生如何预防网络电信诈骗进行宣传，并对有疑问的学生进行

现场解答，咨询的学生达500人左右，发放宣传材料4000余份。 赵彦良摄

3月29日，罗山县人民法院对

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依法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被告李某停止侵害原告王

某、张某名誉权的行为，并以书面声

明的方式公开向原告王某、张某赔

礼道歉，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查。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张

某系夫妻关系，被告李某与二原告

系邻居，均居住在同一家属院内。

李某之子姜某因违反国家政策，被

他人以张贴小字报方式进行了举

报，受到罚款和降级处分。为此李

某在其居住的家属院内大声辱骂举

报之人，并到张某所在单位找校领

导反映张某夫妇举报其子违反国家

政策的问题，张贴小字报称举报的

妇女是王某。事后李某仍然多次在

其家属院内大声辱骂，以致张某、王

某认为李某辱骂的是自己，王某与

李某相互对骂，而张某多次报警，派

出所曾几次出警解决此事，在周围

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名誉

权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公民的名誉。被告李某的

辱骂行为，给原告张某、王某的名誉

在周围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构成

名誉侵权，故原告张某、王某要求被

告李某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法

院予以支持。 （孔晶晶罗浩）

当众辱骂毁人名誉
被判公开赔礼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