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俺在安阳打工放心，安阳法院为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快立快审快执。”“我打工再
无后顾之忧，安阳法院特别保护‘留守妇女、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合法权益！”“你看，这
巡回法庭挂牌了（如图），今后我们农民工及
留守亲属打官司更方便了。”在安阳法院“农
民工及留守亲属权益保护巡回法庭”揭牌现
场，农民工朋友相互议论着、祝贺着、夸赞着
安阳法院真正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2014 年 5 月 30 日上午，安阳市法院“农
民工及留守亲属权益保护巡回法庭”在滑县
法院城郊法庭揭牌成立，安阳中级法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王韶方，滑县县委常委、县委政
法委书记侯德安，副县长段其东，滑县法院
院长李亚锟共同为巡回法庭揭牌，安阳法院

部分干警和农民工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现场庄重、热烈。

位于安阳市东部的滑县，是一个拥有
142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80%以
上，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留守亲属较多，涉及
拖欠农民工工资及留守亲属的民事纠纷逐
年增多，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和留守亲属
权益纠纷，事关农民工及留守亲属的切身利
益，事关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列入了安阳
市中级法院党组的议事日程。“坚决保护农
民工及留守亲属的合法权益，这是安阳法
院的职责。对他们的保护，体现了司法机
关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彰显
了司法的温暖。”这是安阳中级法院党组

“一班人”的共识，并决定对滑县法院开展

这一活动全力给予支持和帮助。
近几年来，在滑县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滑

县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
审理和执行，他们坚持“三快”原则，开辟绿色
通道，贯彻调解优先，加强司法宣传，建立联动
机制，努力营造良好司法环境。仅五次的“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该院就审
执结此类案件1149起，诉讼标的1150余万元，
及时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他们的经验做
法受到上级法院和兄弟单位的充分肯定。

在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
动过程中，滑县法院迎难而上。他们清醒认
识到，滑县作为安阳市的人口大县和外出务
工大县，涉农民工及留守亲属权益案件逐年
大幅增加，集中办理活动具有阶段性、临时
性，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工作机制，远远不
能满足与日俱增的农民工维权司法需求。为
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办理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该院进一步整合审判资源，建立农民工
及留守亲属合法权益保护的长效机制，加大
保护力度，营造全社会重视、支持农民工及留

守亲属合法权益保护的良好氛围。
滑县法院勇于担当，敢于担当，依法保

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该院报请上级法院
和县委同意，将农民工权益保护与“三留守”
人员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整合，专设“农民工
及留守亲属合法权益保护巡回法庭”，并在
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场所，设置若干巡回审判
点，固定审判组织、审判法庭，明确受案范
围，完善工作机制，坚持为民、便民、快捷原
则，真正为保护农民工及留守亲属合法权益
开辟“绿色通道”，筑牢篱笆墙，撑起保护网。

安阳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韶方
在揭牌仪式上表示，巡回法庭的成立是民
心所向，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
实司法为民的具体实践，是司法机关的职
责和担当。这既是对前期工作的总结，也
是今后工作的起航。安阳中级法院将一
如既往地开展好“农民工及留守亲属权益
保护”活动，将此项工作规范化、常态化，真
正为安阳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良好
的司法环境。 （王霞张致孝刘晖/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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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
春阳）3个刚毕业的青年，在网吧上网聊天
中发现了“商机”，倒卖网站控制权可以获
利，结果却触犯了法律。平顶山市湛河区法
院于近日审结了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3人分别获刑。

2012 年 4 月底至 10 月 25 日，在平顶山
市南环路一租赁房内，被告人张某、杨某、余
某 3 人合伙利用互联网非法倒卖网站控制

权（webshell,网站后台登录地址和密码），通
过网络寻找交易对象，在QQ上商量好价格
后进行交易，从中赚取差价，违法所得共
38240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张某、
杨某、余某共同退赃38240元。

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张某、杨某、余某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

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收购并转卖，其行为
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遂依法判
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 1 万元；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 万元；被告人余某有
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 万
元。对被告人张某、杨某、余某共同退缴的
赃款 38240元予以没收，对犯罪工具计算机
3台予以没收。

因琐事忌恨婆家人
她盗窃投毒施报复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乔
伟赵庆军）因琐事对婆家不满，便盗
窃、投毒、放火烧婆家人。日前，鉴于
实施投放危险物质犯罪的嫌疑人王某
处于哺乳期，浚县公安局依法对其暂
采取监视居住。

4月 30日上午，浚县屯子镇某村村
民李某家里着火，亲戚朋友及时扑灭；
中午做饭炒菜时发现食用油内有农药，
然后报案。接到报案后，浚县公安局民
警迅速到达现场，经调查发现：4 月 18
日李某大儿媳妇的手提包在自家电动
车内被盗；4月 25日自家东南角砖墙被
推翻；4月27日下午家中被盗；4月30日
上午，堂屋里大儿媳妇卖的新衣服被
烧，中午做饭时发现食用油内有农药，
受害人家里近一段时间多次受到侵害。

该案虽因发现及时未造成人员伤
亡，但案件性质恶劣，且嫌疑人多次作
案，如不能及时侦破，极可能造成更严重
的后果。

浚县警方专案组经调查走访了解
到，李某家人在某村没与他人产生过明
显矛盾，经综合调查走访和现场勘查，
指挥部分析认为该案很可能为家庭成
员内部作案。5 月 1 日上午，专案指挥
部对李某家6名家庭成员分别进行调查
询问。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推进，可疑
线索逐渐集中在李某的二儿媳妇王某
身上，其 4月 27日、30日案发当天都是
最后一个离开现场，返回家中时有意拉
家人一起回来共同发现家中出事，询问
案件情况时也发现多处疑点。

5 月 1 日下午，侦查人员依法将王
某带到公安局讯问，经过耐心细致工
作，王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王某因琐事对婆家不满，4 月中旬以
来，多次盗窃婆婆、大嫂钱物，并烧掉
衣服。4月 30日上午 8时许，王某将自
家农药瓶中的农药分别倒入厨房食用
油壶和油瓶内，9时许用打火机将堂屋
内大嫂卖的衣服点着后锁门与大嫂一
同外出，二人回来时发现家中失火，制
造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

日前，鉴于涉嫌实施投放危险物质
犯罪的嫌疑人王某处于哺乳期，该局依
法对其暂采取监视居住，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落实新条例
联合媒体突击检查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三轮车以其经济、
便捷、环保等特点，已成为城乡居民近距离
出行的最常用交通工具。然而，与此同时，
电动自行车引起的火灾起数、造成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也在逐年上升。2011 年 4 月
25日，北京市大兴区一幢四层楼房内停放的
电动三轮车充电时引发火灾，造成 18 人死
亡、24人受伤。2013年2月7日，信阳市浉河
区居民楼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造成 4人死
亡。从全国各地调查统计的电动自行车火
灾看，充电时发生火灾的占80%以上。

2014年 3月 26日新修订的《河南省消防
条例》对此作出了直接“回应”。

新修订的《河南省消防条例》在第十七
条增加一款内容为：“居民住宅区的建设管
理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统一规划和
设置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存放和充电场
所，并加强管理。居民不得在居住建筑物的
公共走道、楼梯间、门厅内存放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
充电。”同时，在法律责任一章还规定：“违反
本条例规定，在居住建筑物的公共走道、楼

宣传贯彻《河南省消防条例》暨火灾隐患曝光活动系列：

电动车无序充电埋下火灾隐患

□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郭抗抗

新修订的《河南省消防条例》规
定：违规在楼道、门厅等处为电动自行
车充电，责令整改又拒不改正的，处以
200元罚款。记者探访郑州市小区发
现，一些充电车棚已建设，但居民私拉
电线充电的现象仍然“横行”。小区物
业单位人员直言：小区电动自行车充

电位的问题，得到业主超过三分
之二的赞成，我们就会在后期作
出调整。消防部门依法治理电动

自行车充电导致火灾的隐患
问题正在逐步推进落实中。

梯间、门厅内为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
充电，在城市建成区燃放孔明灯等携带明
火且不可控制的空中飘移物的，由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以200元罚款。”

为检查新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5月
27日，省消防总队联合省级主流媒体走进
郑州市二七区，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情况
探查和火灾隐患曝光活动。

充电车棚已建设
私拉电线现象仍“横行”

刚走进二七区南三环一个近年来新
建的小区，记者就发现一楼的一辆电动自
行车正在用从三楼拉下来的电线充电。

“我们小区居民楼是小高层和低层，
没有设置电梯，电动自行车无法推上来，
车棚又离得较远，有时候为了图方便，就
直接从楼上拉电线充电。”一位业主说。

“像这种用饮料瓶包着的充电器非常
危险，一旦下雨，容易连电，尤其是小朋
友，不知道这是充电装置，上去触摸玩耍，
极易引发事故。”二七区消防大队李工程
师介绍说。

随后，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带领大家来
到一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据了解，该小
区在建设时共设置了29个充电车棚，一个
车棚提供10多个充电位，能够保障300至
600辆电动自行车同时充电。然而在车棚
内，我们看到有几个充电位的锁已被撬开。

物业道出业主想法
但安全意识差仍是根源

近年来特别是相关法律法规下发后，
有些小区已经设置了充电车棚，那么，为
何私拉电线充电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该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史艳芳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电动自行车的广泛使
用，车棚的数量和位置远远无法满足增长
的电动自行车的需求，而租用充电位，需

遵循相关手续，交纳一定费用。一些人考
虑到租用充电位不如在自家充电划算，加
上充电棚离家远，就干脆在自家楼下充
电。另外，一些居民存在侥幸心理，觉得
充满电后就立即断电了，不会引发火灾。

安全充电
物业和消防部门都在做

尽管新修订的《河南省消防条例》已
明确规定，不得在居住建筑物的公共走
道、楼梯间、门厅内存放电动自行车或者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但这只是第一步，
安全充电仍需多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与居民时刻接触的物业管理单位做
好电动自行车火灾预防工作，督促其落
实监管责任是首要工作任务。

“作为物业部门，我们在尽最大努力
为业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需要业主们
的积极配合。关于居民反映的充电位少
的问题，我们会征求居民的意见，超过三
分之二赞成，我们就会在后期作出调
整。”史经理说。

“任何形式的私拉电线都是不安全
的，加上夏季高温酷暑，极易引发火灾事
故。居民应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合适的
位置，安全充电。我们消防人员也会定
期做好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宣传，提高
广大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二七区消防
大队大队长陈世辉说。

据了解，全省贯彻落实新修订条例，
治理充电隐患的努力正在逐步铺开，各
地消防部门正密集组织公安派出所以及
小区物业进行相应部署。

今后，消防部门将总结归纳全国电
动自行车发生的火灾事故，制作电动自
行车使用和安全管理警示教育片，并通过
新闻媒体向社会传播。据陈世辉介绍，消
防大队将逐一深入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讲解电动自行车充电注意事项，
让广大市民了解火灾隐患就在身边，增强
电动自行车使用时的安全意识。

筑牢篱笆墙 撑起保护网
安阳市法院“农民工及留守亲属权益保护巡回法庭”成立

仨青年利用QQ倒卖网站控制权获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