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
【律师解答】

刘某构成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刘某的
扒窃行为构成盗窃罪，其盗窃未遂后，对妨碍
其扒窃的贾某大打出手，属于肆意殴打伤害
他人，情节恶劣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构成寻
衅滋事罪。理由如下：

依照《刑法》规定，寻衅滋事是指无事生
非，无理取闹，随意殴打他人，伤害无辜，破坏
公共秩序的行为，其主观上是出于耍威风、取
乐等不健康动机。随意殴打他人，是指无故、
无理殴打他人。无故就是指无事生非，无端
生事，所谓无理殴打他人就是小题大做。发
生殴打他人的情况，可能与被害人行为有关，
但就一般人看来，被害人并没有明显过错，而
是由行为人的情绪所致。寻衅滋事罪是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侵害对象既可能是
特定的，也可能是不特定的。由于行为人随
意殴打的人总是具体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
殴打的对象总是特定的。

本案中，刘某在扒窃过程中，被乘客贾某
看到，理应“做贼心虚”逃之夭夭，却非但没有
逃走，还对贾某的“管闲事”恼羞成怒，在公共
汽车这个公共场所对贾某大打出手。虽然刘
某殴打的对象贾某是特定的，也事出有因，却
属于无理殴打他人。其殴打贾某的行为不能
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报复伤害的性质，而应认
定为倚强凌弱，骄横凶狠，严重破坏公共秩序
的行为。因而，刘某应构成寻衅滋事罪。

（徐涛律师）

贾女士来电：
2013年11月，我坐公交车时，

发现刘某用刀片割开乘客李某的挎
包欲实施盗窃，我向李某挥了挥手，
示意她往前走，然后小声告诉她“有
小偷”。刘某扒窃不成，恼羞成怒，
在公交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突然
整个身子故意向我扑过来，致我右
额撞到车后门玻璃上。我很气愤，
提醒车上的乘客说：“大家注意点，
车上有小偷。”刘某更加恼怒，狠狠
地打了我一耳光，然后双手抓住我
的头发，将我的头往车门扶手上
撞。经法医鉴定，我构成轻微伤。
请问，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法律咨询

律师库

法律援助律师团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特
别
提
示

广大读者在聘请律师代理案件时一要
查看律师执业证，看律师证是否有年检标
签，确认是否本人；二要签订代理合同；三
要索要代理费发票。

欢迎广大律师、法律人士积极参与本版
栏目互动、踊跃投稿。

联系人：伍红梅
电话：0371-86178097

13838128770
邮箱：hnfzbls@163.com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hnfzb.

com/hnfzb/lawer/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是以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服务业务齐头
并进为特点的大型法律服务机构。该所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恪守律
师职业道德，依法为委托人提供公正、客观、独
立、有效的法律服务。该所曾多次参与法律援
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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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务、劳动纠
纷、婚姻家庭纠纷
等法律事务。

李文磊

【
微
博
话
题
】

互
动

微
微信账号
hnfazhibao

微博账号
henanfzb

18岁的小张在医院做引产手术，并付20元死
婴处理费。三天后，警方却告诉她孩子还活着，被
拐卖。小张想找回孩子。医院称，是一名护士将孩
子送给表哥寄养。随后，警方的态度明显转变，称
他们不负责找孩子，这个案子连拐骗都算不上。

-参政议政-：派出所不愿立案，那就由检
察机关立派出所的案。

@秦永民律师：直接卖掉婴儿，这还不是
拐卖儿童罪？

博视GO：国人之悲哀，明显是欺诈罪和
拐卖儿童罪两罪并罚！医院犯有同谋罪，本应
引产它却引生，根本就是有预谋。警察跟他们
不是亲戚就是收了好处，法盲也有可能。

【闲言碎语】

魏爱华：首先，医院隐瞒婴儿活着的事
实，收取“死婴处理费”，并将孩子抱走等一
系列行为均系违法。我国有关《寄养法》规
定的寄养对象是孤儿或被遗弃的婴儿或儿
童，且应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医院所称

“寄养”显然是托词。如果最终查明该婴儿
确实活着且存在婴儿被拐卖的事实，除医
院应对受害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外，

直接责任人则涉嫌拐卖儿童罪，应承担相应
的刑事责任。

其次，在本事件中，警方介入调查后，先
是认为有犯罪事实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最
后却不予立案，明显违法。检察机关作为监
督机关，应严格核实有关部门和人员是否存
在渎职失职、违法违纪等问题，一经查实，应
对相关责任人及责任部门作出相应处理。

欢迎广大网友通过各
种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或
推荐话题，我们将择优刊
发。

河南法制在线网官
方微博、微信请扫描二维
码，邮箱 hnfzzxwb@sina.
cn，也可电话直通微互动
责任编辑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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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条件 1.具有司法资格证书
2.有志于长期从事律师职业 待遇面议

单位地址 郑州市中方园路9号
（郑州海洋馆旁）

联系人 吴律师联系电话：

13383815539 （0371）5598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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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窃不成殴打提醒者

【专家说法】

如何定性

男性不育症临床表现为副性征不典型及房事频繁使男性功能障碍，阴茎
短小，小睾丸，不育症，常伴有肝肾虚亏，头昏脑涨，记忆力差，失眠多梦，出虚
汗，脱发，尿频，耳鸣；因小睾丸，小阴茎致使睾酮不足，内分泌失调，精少活力
弱致男性不育或喉结扁平，无胡须，骨骼肌肉不发达，视力下降，嗅觉减弱，乳
腺发育，缺少男子汉气魄。对各种原因引起的阳痿早泄，前列腺炎。杨主任用
获国家发明专利号：00115984.4 系列药方，使你尽快恢复自信。

男性生殖腺发育不良

电话：0371-66341566 13603714806 地址：郑州市东明南路48号郑州欣奕中医院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大于3×3.8cm，包月每块500元1×3.8cm，包月每块400元

声明公告:1×3.8cm单次收费400元 其他栏目广告包月 200 元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400-688-7569

★要账★
全国清债 收购债权 无前期费用

专治老赖
各种债务★现金收购
婚姻咨询★快速找人
事成
收费0371-87508123

专业清债
各种债务15515553603成付

家庭建厂、千元投资、财富商机
生物液体液化气柴油
13027516813 www.hnsfykj.com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
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
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
有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
台，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
证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
的法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
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
据。个人征婚栏目内信息，
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
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
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纠葛。
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
纷自行负责。

法律服务

医 疗
18530033208
专业找人

18538323333

全国清债
不成功不收费诚信专业 高效快捷

律师*清债
13253377281

招 商

15638181100

合法清债
无前期费用

15638183936

全国要账
快捷诚信 合法专业

快速要账
0371-63925666
无前期费用

专治白斑病

地址：郑州市城南路179号

我院采用先进细胞免疫疗法、黑色
素细胞移植、细胞色素种植、中药口服外
用等多位一体疗法，标本兼治、七天消退
白癜风，一个疗程康复，愈后抗复发。院
庆三十周年，前100名优惠10%，望患者
莫失良机。电话：0371-66613361诚信要账

专业快速、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闪电办15538250011
要账专家

律师清债
-88888499

现金收欠条
0371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丢失声明
赵德龙证号：豫PO-0156 薛军
证号：豫PO-0289 王希堂证号：
豫 PO-0315 台阳阳 证号：豫
PO-0340。交通行政执法证丢
失声明 王德祥证号：41163358。
●李文兵身份证号：320911197
004207012，于 2014 年 1 月 8
日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公安局林山寨派出所暂住
人口管理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中心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975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王营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PH5414572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后闸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908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坡孙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PH5414564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南北刘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7003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李田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PH5315400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孙洼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01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中心幼儿园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PH5414580声明作废。

●淇县东旭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豫之美包装设计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郑州
豫之美包装设计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05000010204）郑州豫
之美包装设计有限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扶沟县江村镇常庄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PH5319049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穆庄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36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周坞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702X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麻里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924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白亭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780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韩村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87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河沿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799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马寺岗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79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张庞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28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西冯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44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李桥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895声明作废。
●扶沟县江村镇姚皂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不慎丢失，代
码证号：418626916声明作废。

车辆型号：桑塔纳SVW7180
CEI，车牌号码：豫AF8182的
车购税完税证明遗失，完税证
明号：1842603，声明作废。

车辆型号：奥迪牌/AUDIFV64
61HBQWG，车牌号码：豫A9PV
75的车购税完税证明遗失，完税
证明号：13411485256，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