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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永刚）昨日，记
者从郑州市二七区法院获悉，中牟
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张萌涉嫌受贿一
案，此前被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
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宣判后，张萌
不服提起上诉。近日，郑州市中级
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6 年至
2011年，被告人张萌利用其担任中
牟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大队
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55.5万元。

二七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张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利用其职权和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
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张萌在办案机关调查其
其他违纪问题时，主动交代了办案
机关并未掌握的本案受贿犯罪，其
行为应认定为自首。

因此，二七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人张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 11 年，并处没收财产 5 万元，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涉案赃款 155.5
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张萌不服提起上诉。
近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线索提供 南南）

本报许昌讯（记者王晓磊实习
生李冉通讯员李锐）为延长卤肉保
鲜时间，增强肉质的口感和鲜艳色
感，竟不顾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购
买工业盐加工销售“美味”熟食。2月
26日，禹州市法院以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
某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现年55岁的张某系禹州市人，
经营了一家“卤肉老店”。为了降
低成本，增加销量，让熟食的口感和
味道更能吸引群众，张某购买了一批
低于市场价格的非碘盐的工业盐加
工熟食，对外销售，每天都有不少顾
客光临，生意还算比较红火。

2013年10月24日，盐业管理部
门在执法检查中，当场在张某的熟食
店内查获工业盐36公斤。经检验，
该工业盐氯化钠含量达到精制工业
盐标准且不含碘。案发后，张某如实
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
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鉴于其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两人本
是叔侄关系，因陈年积怨素不往来，却
因在超市购买物品发生身体碰撞时，
而点燃了导火索，双方从辱骂到大打
出手，最终侄儿把叔打成轻伤。

44岁的闫强系25岁闫龙的叔叔，
两家多年来素有矛盾。2013年5月30
日晚，在开封市鼓楼区仙人庄乡一超
市，闫龙从超市出来时，闫强正好进
门，二人身体发生碰撞，闫强先骂闫龙
一句，闫龙也还了一句，继而引起厮
打，造成双方均受伤。闫龙持砖将闫
强面部打伤，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此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闫
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
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后闫强于
2014年1月13日主动撤回了对闫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庭审中，辩护人提出闫强的轻伤
不是闫龙造成的意见，但法院认为没
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此意见不予
采纳。鉴于双方系亲属关系，属于家
务矛盾引发的，被告人系初犯，无前
科，庭后提交悔过书，被害人闫强庭后
主动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并提交了谅
解书，说明双方都能本着互谅互让的
态度来解决问题。

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社会危
害性，2月26日，鼓楼区法院以被告人
闫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一年。

（文中人物系化名）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
员 沈飞）7个月前，南阳市区某小学
六年级学生董某在放学时，突然大
喊一声“啊”，吓得同学马某向前奔
跑被挤伤。之后，马某与董某、某小
学对簿公堂。昨日，南阳市中级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董某及所在学校
赔偿马某各项损失2.9万余元。

去年7月10日20时30分，南阳
市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
队下回宿舍，当学生队伍走到教学
楼大厅时，学生董某突然大叫一声

“啊”，吓得同学马某向前奔跑时被
教学楼大门挤伤。经鉴定，马某左
环指末节离断，构成十级伤残。

南阳中院二审后认为，马某、
董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事
发当晚，董某嬉耍大喊致使马某
受到惊吓而奔跑，被学校大门挤
伤，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
担直接和主要的责任；受害人马
某面对并不特别危险的行为，惊
慌失措反应过度，对损害事件的
发生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某小学
在教学楼大厅的灯光照明、大门
设计、学生管理方面未尽到充分
注意义务，是导致事件发生的间
接因素，马某、董某、校方的 3 方责
任划分为 3∶5∶2 为宜。

法院遂判决董某及学校承担马
某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后继治疗费
等各项费用2.9万余元。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 张波瑞 席静）村民王某未办理采伐许
可证，在自家耕地里砍伐了树木，因此既
获刑罚又被处了高额罚金。拿到判决书
的他万分悔恨自己对法律的无知。

家住灵宝市某村的村民王某，在其
自家耕地边栽植一排杨树，后树木长
高，树枝伸到路边高压线，刮大风时导
致变压器经常跳闸，严重影响电力运行
安全。2011 年 12 月 24 日至 29 日，王某
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
村民将这 87 棵杨树采伐，经鉴定蓄积
30.4238立方米。

案发后，王某所得款项 7600元已由
灵宝市森林公安局上缴财政。2013年 4
月 25日，被告人王某（患有严重心脏病）
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被取保候审。2013
年 11月 18日，灵宝市检察院指控王某犯
滥伐林木罪，向该院提起公诉。

灵宝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
某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办理林木采伐
许可证即擅自进行采伐，数量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被告人王某能够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昨日，灵宝市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
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缓刑
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法官提醒，林业资源是一项极其宝
贵的资源，国家制定成套的法规予以保
护，任何单位与个人采伐林木都需要办
理采伐手续。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
剑锋 通讯员 方光璞）修建危桥时设置了警示
牌“前方危桥施工，请绕行”，并指示了方向，
又在已完工的桥头两侧堆放土堆作为路障警
示禁行。但赵强驾驶农用三轮车仍强行过
桥，致车跌落桥底。赵强该不该得到赔偿呢？

代功于2012年9月1日与确山县某村签
订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施工合同，负
责承建该村太平庄平板桥。在施工过程中，
分别在桥南 100米处路口、王庄离桥 400米

处，设置了警示牌。牌上注明“前方危桥施工
请绕行”，并指示方向，又在已完工的桥头南
北两侧路中间堆放土堆作为路障警示禁行。

2012年12月8日，赵强驾驶农用三轮车
满载一车柴火由南向北行驶至该桥头，见到
路中间堆放的禁行土堆并未停车转向绕行
而是强行过桥，由于重载车碾轧路障土堆以
至于翻车，赵强受伤，住院花费 4 万多元。
后赵强将该桥负责人代功告上法庭。

确山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代功已经

完成相应的安全告知注意义务。原告赵强
持有专业驾照开着重载三轮车，明知施工新
桥的危险性，仍不顾危险强行过桥，是对自
己和公益事业的不负责任。原告开重载车
强行过桥的行为是导致原告受伤的根本原
因，后果当由自己承担。由于原告伤势过
重，被告可以承担人道补偿责任。

近日，确山县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代功向
原告赵强补偿 8000 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

本报安阳讯（记者 陈军 通讯员 司玉
强 常晟）近日，林州市的两名个体经营者
赵某和牛某因销售“仿真玩具枪”被检察
机关以涉嫌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提起公
诉。在林州市法院刑事审判庭上，两人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5年和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年。面对即将接受的刑法处罚，二
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赵某和牛某分别在市区某小学门口
经营各自的玩具商店，今年春节前后，两
人听说玩具枪销路不错，便通过网络联系
到了货源。通过物流的方式，两人将十几
把玩具枪摆放到了各自经营的玩具店
里。学生家长知道后，将二人销售玩具枪
的情况报给了公安机关，被当场查获。

经有关部门鉴定，在赵某和牛某玩具
店里被分别查获的7支和3支玩具枪均构
成刑法意义上的枪支，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明知是危桥 偏要桥上过

工业盐“保鲜”熟食

不经意间，就会触犯法律

冲动
侄儿打
伤 叔 ，
犯故意
伤害罪

无知
擅自伐自
家树，构
成滥伐林
木罪

贪利
卖仿真枪，
犯非法买
卖枪支、弹
药罪

司机驾农用三轮车摔桥下被判负全责

本案主诉检察官告诉记者，依据《枪
支管理法》和2010年12月7日修订的《公
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
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
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照《枪支致伤力
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的规定，当所发射
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或等于 1.8 焦耳/
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因此，只
要仿真玩具枪符合规定的枪支特征，即应
认定其为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何谓“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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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盐被广泛用
于建筑施工、印染、漂
白等方面，食用进入
体后能使体内携氧的
低铁血红蛋白，变成
高铁血红蛋白。高铁
血红蛋白一遇到氧两
者就会牢固结合，不
易分离，人体的组器
官新陈代谢就会因缺
氧而无法新陈代谢，
严重危害健康。

食用工业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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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被拘役4个月

一声大喊
学生挤伤
3方担责

中牟县公安局原副局长：

受贿155.5万元
终审判刑11年

南阳某小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