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伪基站”促销宣传
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本报讯 近日，驻马店市驿城区检察院以
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批准逮捕两名陈
姓犯罪嫌疑人。这是驻马店市首例利用“伪
基站”实施犯罪的案件。

2013 年 12 月，犯罪嫌疑人陈某花费
1.8万元钱购买了一套不用接入电信企业的
公用移动通信网络，可以直接向移动通信用
户手机终端发送短信的“短信群发器”设备，
该“短信群发器”俗称“伪基站”。据此，从
2014年 1月起，陈某伙同另一陈姓犯罪嫌疑
人，多次在驻马店市区、汝南县、上蔡县和泌
阳县等地向不特定的移动用户，发送“与狼
共舞”、“老海煨汤馆”、“千千阙歌KTV”、“科
达劳务站”、“永强移动手机店”、“3515皮鞋
店”、“移动通信步步高专营店”、“移动专营
店”、“格力专卖店”等店的促销宣传广告，造
成至少4万多个移动用户信号中断不满一小
时的严重后果。

据该院侦查监督科案件承办人介绍：
“伪基站”是通过一种解码软件，能够搜取以
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卡信息。
不法分子通过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强行占
用运营商通信信息频道，任意冒用他人手机
号码，向用户手机群发诈骗、赌博、推销等垃圾
短信，扰乱无线电通信秩序。（王增义赵海洋）

法一 线 政
欢迎投稿 责任编辑：王 霞
邮 箱：670428174@qq.com

紧抓载体创新 充实教育活动

本报讯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洛阳市瀍河区人民检察院不
断创新活动内容，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检察
实践相结合，推行“三点”服务群众。一是
积极参加中共瀍河区委的各项活动，二是
学习优秀检察官张飚的先进事迹，三是设
立瀍河检察院法律服务点。 （郑春燕）

醉酒男子性侵儿童获刑罚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涉及猥亵留守儿童案。8 月 7 日
晚，留守儿童程某从老家进城探望其父母，
遭到被告人郑某的酒后猥亵，鉴于被告人郑
某自愿认罪并赔偿被害人的各项损失，且已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华龙区人民法院特对其
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刘传斌）

送法下乡 服务基层

本报讯为保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高质量、高标准推进，确保在为民服务、改进
作风上取得扎实的效果，信阳市浉河区法院
工作人员在党组书记、院长柳斌的带领下再
次来到联系点进行送法下乡，服务基层，并
关注“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为美丽乡村
的建设及时提供法律上的支持。（许凤）

为未成年人精心构筑温馨港湾

本报讯长垣县人民法院实施多项措施，
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一是对未成年
人犯罪要坚持依法治理；二是通过建立独立的
未成年人法律体系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三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要实行早期介入干预；
四是要扩大各种非监禁刑的处置方式，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构筑温馨港湾。 (高健 袁萍)

教育实践活动重长久讲长效

本报讯长垣县法院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把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第一标准，积
极探索新的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创新群众工作方
法，确保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收到了良好效果，使队伍的思想作
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得到了明显改善。 (高健)

推进阳光司法 提升司法权威

本报讯 阳光司法是预防司法腐败最好
的防腐剂。长垣县人民法院为充分满足人民
群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评议权和监督
权，本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深入推进阳
光司法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使司法活动
更加透明化，全面提升了司法权威,当事人服
判息诉率比以往提升1.6%。 (高健 袁萍)

多措并举服务“三夏”生产

本报讯 连日来，长垣县人民法院针对“三
夏”农忙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便民利民惠
民安民措施，组织法律工作者，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开展送法下乡，宣传服务活动，大力推行
电话立案、预约开庭、假日法庭等进一歩方便涉
农诉讼，全力服务“三夏”生产，为农业丰产丰收
提供了最便捷、最有效的法律服务。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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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时，即会发生交通
事故与工伤事故相互竞合的问题，也就
是说该事故既属于交通事故，又属于工
伤事故。对于此类事故受害人或其家
属能够获得双份赔偿。因为工伤保险
赔偿与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属于不
同的法律关系。

工伤保险赔偿是指用人单位为其
职工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一旦发生工伤
事故则由保险机构对受害人予以赔偿，
用人单位不再承担工伤事故的民事赔
偿责任。工伤保险赔偿属于社会保障
法的范畴，工伤保险待遇应从工伤保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
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
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
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我国《侵权
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规定，本案中，王某将易燃物品交
给刘某，引导并纵容其实施了危险行
为，导致被炸伤，王某应对自己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承担相应责
任。同时因为刘某是自行将易燃物
品倒入装炭火的易拉罐中而引发的
爆炸，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
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
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
任”的规定，刘某对自己的危险行为
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两人均
系未成年人，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员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员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补足差额VS双份赔偿

王某系某单位职工。2012 年 9 月
18 日，王某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交警部门认定交通肇事人宋某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2013年 2月 25日，宋
某赔偿王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
残赔偿金等共计 9.5万元。因单位未及
时为王某缴纳综合保险，致使工伤保险
基金未对王某本次工伤进行理赔。王
某与单位协商工伤赔偿，单位称王某已
经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只同意补足差额
1.5 万元。王某与单位协商不成，便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
经认定王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对王某的伤情作出王
某因工致残程度八级的鉴定结论。

2013 年 8 月王某向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其工伤
医疗补助金、伤残补助金等共计 11 万
元。该委员会认为王某在下班途中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
定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遂依法作出
裁决，单位一次性支付王某 11 万元。
单位认为事故主要因交通肇事引起，与
单位无关，且王某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赔
偿，只同意补足差额 1.5万元。

单位不服裁定，起诉到法院。西
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所受伤害已
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工伤认定，
其伤情已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为因工致残程度八级。用人单位自劳
动关系建立之日即应为劳动者及时缴
纳社会保险。现单位未依法及时为王
某缴纳综合保险，致使王某无法享受
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单位应当按照

综合保险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即承担
工伤赔偿费用，补偿王某应当享受的工
伤保险待遇。单位认为因王某已于道
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获得
赔偿，在本案中不应重复主张，缺乏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仲裁委员会的
仲裁裁决在仲裁程序和认定事实上及
适用法律方面并无不当支持，法院应予
支持。遂依法判决，驳回单位的诉讼请
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说法

基金中支付。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
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侵权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因侵权
而造成的他人财产、人身和精神的损
害，依法应承担的以给付金钱或实物为
内容的民事责任方式。工伤事故损害
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并不相
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
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
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
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
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表述了
在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关系
上的兼得模式。对于用人单位以外第
三人侵权情况下，劳动者按照普通民
事诉讼向该第三人主张民事赔偿后，
不影响其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
工伤保险待遇。也就是说，第三人侵
权行为导致工伤的，给予受害人享受
双重赔偿的权利。 （周彦丽 任超）

少年儿童既是祖国的
希望和未来，又是社会中的弱
势群体，他们能否安全、健康
地成长，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国家
的前途。因此，如何提高未成年人
的安全意识与能力，是社会、学校
和家庭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在
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是加强安全
教育的最好、也是最坚强的后盾，
社会各界应该互相协作，做好未成
年人安全管理和防范工作，作为教
育未成年人的学校，和负有监护职
责的未成年人家长更应该经常提
醒教育未成年人注意安全，从而形
成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教育的良
好氛围，避免一时疏忽而造成遗憾
一生的事情发生。

2013年 2月 4日下午 5时，家住
社旗县下洼镇某村的未成年人刘某
手持一个易拉罐，内装有正燃烧的
炭，与同村的几个小伙伴玩耍。其
中另一名12岁男童王某拿出一枚鞭
炮，问谁敢燃放，并说将鞭炮内的火
药倒入易拉罐的炭火中，会燃烧得
更旺。刘某便自告奋勇，将易拉罐
放在地上，把鞭炮外层纸撕开，用右
手将火药倒入易拉罐后引起爆炸，
刘某的右手被严重炸伤，在医院治
疗期间被截去除拇指外的其余 4根
手指，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六级伤
残，王某家人在支付 1万元后，对其
他损失不予赔偿，双方由此发生纠
纷诉至法院。

引导小伙伴将易燃品倒入装炭火的易拉罐中引发爆炸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损害责任由监护人承担

社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两人都是未成年人，均属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应具有
一定的识别能力，其中刘某自行将
易燃品倒入装炭火的易拉罐中引发
爆炸致残，对事故后果应承担主要
责任。而王某提供鞭炮，引导并纵

容刘某实施了危险行为，应承担事故
的次要责任，故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
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法院遂依法
判处王某的监护人承担 30%的责任，
赔偿刘某9.5万元，扣除已支付的1万
元，仍应支付下余的 8.5 万元。目前
判决已生效。

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
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
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院根据双
方的过错程度，依法判处王某的监护人
承担30%的民事责任。 （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