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及时印制2万套文明出行宣传挂历向辖
区学校广泛进行发放。图为该队民警近
日在向县一中赠送文明出行宣传挂历。

姚建勋 廖润生摄影报道

多措并举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

本报讯 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
及劳务报酬案件，根据省法院“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
会议精神，鹤壁市山城区法院积极
采取一切有力措施，切实深入推进
该项活动。一是对此类案件承办
责任到人，由专人负责，优先执行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二是加大涉农
民工工资案件专项执行力度，加大
对被执行人涉案财产的查控力度，
加快对查控财产的处置程序，防止
被执行人利用各种方式转移财产，
规避执行，给涉案农民工造成损
失。三是开辟绿色通道，为农民工
提供司法便利和救助。（李瑛）

拖欠工资多方上访
细化纠纷效果良好

本报讯 自第四次“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开展以
来，鹤壁市山城区法院高度重视，
积极行动。近日，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合庆带领执行局干警成功
调解了一起棘手的双方上访信访
案件。据悉，某村村委会因建村小
学欠郭某砖款 6.9 万余元，随后现
任村委会不愿支付郭某该款项，山
城区法院判该村村委会支付郭某
砖款。判决生效后，该村村委会拒
不履行判决，山城区法院院长张合
庆了解情况后，与执行局干警多次
找双方进行耐心劝说，讲解法律，
晓明利害，终于使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 （李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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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确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公安
部123、124号令宣传工作为契机，全面开展打
防管控冬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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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张丁）1月 11
日，一辆车号为鲁 D59×××的重型货车在连
霍高速柳林站过磅时，竟然显示只有 7.4 吨
重，只需交费105元，存在明显疑点。工作人
员看着满载的货车，立即向省高速交警六支
队报案。高速交警经过调查，发现货车驾驶
员在过磅时做了手脚，遂对其依法拘留。

1 月 11 日 3 时 20 分 ，一 辆 车 号 为 鲁
D59×××的重型货车从柳林收费站下路，在
该车过磅的过程中，车中两名驾驶员，一名驾
驶员负责开车，而车内另一名驾驶员在收费
站人员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使用螺丝刀撬
地磅，导致车辆过磅时，地磅无法下沉，车辆
吨位显示只有7.4吨，应交通行费105元。该
车异常情况很快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工
作人员及时制止该车并报警。接到报警后，
六支队民警白冰、张亚锋立即赶到现场，在拍
照取证后监督该车重新过磅。这一次过磅计
重吨位为55.1吨，应交费515元，而该车核载
只有 33 吨，竟然超载 22 吨。面对逃费事实，
该车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经查，该车司机孙某，山东省枣庄市人，
在货车下站前，和另外一个驾驶员商量，过磅

时，孙某负责撬地磅，而另一个驾驶员负责开
车。两人商量好后，决定在车流量大的柳林
站下站，结果没想到过磅时只显示了 7.4吨，
而该车净重就达 8 吨左右，本想着下站时属
于车流量高峰期，工作人员可能会不在意，企
图蒙混过关，却没有想到被抓个正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孙某使用螺丝刀偷逃过路费的违法行为，属
于诈骗公私财物，警方依法对孙某实施行政
拘留5天的处罚。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刘占
军 崔传军）张明（化名）深夜驾驶两轮摩托车
掉入一窨井塌陷形成的深坑内，造成车损人
伤，损失达 7 万元却无人“埋单”，张明一纸诉
状将卢氏县的联通公司和卢氏县城管执法局
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7 万元。近日，三门
峡市中级法院对该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联通公
司承担张明损失的80%，剩余损失张明自行承
担，城管执法局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1年3月5日21时许，张明驾驶两轮摩
托车经过卢氏县靖华大道与清惠路交叉口
时，掉进路中一窨井塌陷形成的深坑内，造成
摩托车损坏，张明牙齿脱落、面部受伤。张明
受伤后先后到卢氏县人民医院、河南科技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用近
两万元。经司法鉴定所鉴定，张明的伤情构
成十级伤残。张明经了解得知，致其受伤的

窖井系联通公司的通信网络井，其遂以联通
公司未尽到及时修复义务，卢氏县城管执法
局未尽到提示、管理义务为由，要求联通公
司、城管执法局赔偿医疗费、交通费、残疾赔
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 7 万元。联通
公司和城管执法局以没有过错为由拒绝赔
偿，张明遂将联通公司和城管执法局起诉到
法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联通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联通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联通公司称，造成张明车损人伤的深坑
系窨井周边而不是窨井，联通公司没有过错，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 在公共场所或者
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
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窨井等地下设施

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
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塌陷窨井
系联通公司的通信网络井，使用权归联通公
司所有，联通公司负有管理、维护的义务。窨
井周边塌陷，形成深坑，联通公司未能及时修
理，也未设立任何防护标志，造成张明骑摩托
车掉入坑中，导致牙齿脱落、面部受伤及摩托
车受损，联通公司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张明作为成年人，在骑车过程中没有尽到
一定的注意义务，对车损人伤后果的发生亦
存在一定过错，自身应当承担 20％的赔偿责
任。窨井塌陷形成深坑造成张明车损人伤，
城管执法局不是该窨井的使用者、管理者，对
张明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据此，三门峡市中级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本报许昌讯（记者 王晓磊 实习生 李冉
通讯员 和忠 王强）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
场电影，那么有些人的前半生是喜剧，后半
生却以悲剧收尾。40 多岁的李某原本是一
家公司的总经理，事业有成的他因为沉迷赌
博，挪用了165万余元货款，导致该公司蒙受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近日，许昌市魏都区法
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5年。

李某刚刚担任总经理时，在事业上可谓
春风得意，因为相信“小赌怡情”，便渐渐迷
上了赌博。由于自制力比较差，随着时间的

流逝，李某在赌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赌徒
的心理都是相似的，输得越多越想“翻本
儿”。最终，输红了眼的李某开始利用职务
之便，一次又一次地收取外地客户的货款，
并带着这些钱坐到了赌桌旁边。截至案发
时，李某共挪用公司货款165万余元，这些钱
都被他用于赌博给挥霍掉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身为公司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且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遂对其作
出了上述判决。

窨井“坑人”谁来埋单
法院：窨井的使用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一把螺丝刀撬走40多吨载重
超载货车司机过磅时耍“小聪明”被拘留

总经理为赌博 挪用货款165万元

明知他人售假药
出租柜台成共犯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
浩明）动漫城内，几名男子遇到正在使用作
弊器的两名玩家，心生不忿的几人冒充动漫
城老板对两人实施敲诈，并获赃款 3.8 万余
元。记者近日从平顶山市湛河区检察院获
悉，犯罪嫌疑人王某等 5 人因涉嫌抢劫罪被
依法提起公诉。

2012 年 6 月 17 日，王某、陈某、李某等 5
人一同来到平顶山市湛河区某动漫城玩。
运气不佳的几人不多久就将购买的游戏币
输了精光，可他们旁边的另外两名玩家却一
直在赚着，这让几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因
此，他们一直注意着这两人，突然发现，这两
人似乎总是隔一会儿就会按一下挂在身后
的一个类似汽车钥匙的东西，而且只要一
按，就绝对会赢，明白两人是在使用作弊器，
心中非常不满。经过商量，5 人决定冒充该
动漫城的老板，去“吓吓”这两名男子，并从
中捞点好处。

很快，5 个人以该动漫城管理者的身份
将这两名男子带至附近的一家宾馆内进行
殴打、恐吓，要求两人交代“作弊经过”。两
名男子以为他们真的是动漫城的老板，遂表
示愿意配合。5人见状，更是为所欲为，声称
两人只要交出 5 万元，就不将他们送到派出
所。自知理亏的两人与王某等5人一同来到
银行，取出 3.8 万元现金交给 5 人后，才得以
脱身。

脱身后，两名男子感觉不对劲，遂报
警。警方经过调查，将犯罪嫌疑人王某等 5
人抓获归案。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玉
庆）在全国严厉打击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时，仍有一名醉驾的司机
载着一名酒醉不省人事的乘客，在S103线李
庄段撞伤两人后逃逸。接到报警后，南阳市
公安局红泥湾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成功查
扣了该肇事逃逸车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1 月 10 日 14 时 10 分，在 S103 线李庄段
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撞飞
一辆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人生命垂危，肇事
车辆逃逸。警情紧急，红泥湾派出所民警接
到报警后迅速出警。当警车刚驶出派出所
大门时，细心的民警发现一辆黑色现代轿车
飞快地由西向东驶去，该车前部有明显的碰
撞痕迹。民警分析该车极有可能就是肇事
逃逸车辆，遂驾车悄悄尾随其后伺机堵截。
当该车行驶至石灰窑路口因路况复杂减速
时，出警民警迅速超车并将嫌疑车辆截停，
同时迅速将车上司机李某和乘客吴某控
制。这时，被控制的二人胡言乱语、在派出
所大呼小叫，有明显的醉酒迹象。在对二人
约束至酒醒后，经突审，二人对醉酒后肇事
逃逸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涉嫌危险驾驶
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吴某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吕志豪）固始县一药店主任在明
知他人销售的是假药的情况下，还
将药店柜台出租供其经营假药生
意。近日，固始县法院对这起案件
作出判决，依法以销售假药罪判处
卖假药者钱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以销售
假药罪判处药店主任吴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 年秋
季，钱某开始从药品代理商葛某处
购进“甲竭关节舒胶囊Ⅱ号”后，在
没有提供《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
品 GMP 证书》等证书的情况下，经
时任固始县和睦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下属的“开天医药平价超市东
关店”主任吴某的同意，在该店租
用柜台销售。该药品经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验所检验，含有不应当含
有的布洛芬、双氯芬酸钠等化学成
分，系假药。

2011年，钱某从药品代理商葛
某处购进外包装标示为云南南药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1107068“骨风宁胶囊”后，在同样没
有提供《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
GMP 证书》等证书的情况下，经吴
某的同意，在开天医药平价超市东
关店租用柜台销售。经云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查证，云
南南药制药有限公司没有生产该
批号药品；2008年4月，该公司已被
拍卖，并于同年 12 月 2 日由云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吊销其《药品
生产许可证》和《药品GMP证书》。

法院审理后认为，钱某销售假
药，吴某为其销售假药提供经营场
所，二人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
罪，且属共同犯罪。法院遂根据二
被告人犯罪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别人作弊心生不忿
5人实施抢劫

醉酒驾车肇事逃逸
司机乘客均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