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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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服务

医 疗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48
元

招 商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金融服务

海洋不动产贷款
房贷、按揭房再贷、出资、贷款1分5息
0371-63611296 138038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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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治白斑病
我院采用“中西合璧”疗法治疗各型白

斑病，采用表皮细胞移植、光疗、无痛黑色细
胞培植、穴位埋线快速控制、外涂8天见效
（168/元/盒）均配合高科技生物制剂标本兼
职。稳定期7-10天恢复，发展期21天控制。

电话：0371-66371120
额度高，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代办信用卡
13673611915

集装箱船员80名，55岁以下，体健，年薪
15-25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险，
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025-85509006

南京吉泰船舶急招

招 聘

招 生

QQ 793023338 http://xc.gocuta.cn/

培训拿专本科文凭，资格证，行
业操作证 电子注册网可查
13241576575王老师

点
招

声明公告
●兰考县德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

0225NA000408X，声明作废。

●兰考县德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

号：054724282，声明作废。

●郸城县宁平镇财政所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418727

354）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秋渠乡财政所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418725

359）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胡集乡财政所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418725

535）遗失，声明作废。

●沈丘县宏昌养殖专业合作社

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K963到
郑州测绘学院下车，医院门诊部二楼糖尿病科。

杨主任从事糖尿病研究30多年，独创胰岛细胞激活
疗法，每30天注射一次，快速激活和改变胰岛功能。
用纯中药调理脏腑，平衡阴阳稳步降糖不反弹、不忌
口，不需长期服用，专治Ⅰ、Ⅱ型糖尿病及并发症。

电话：0371-67930038 网址：yyf120.net

糖尿病

●范县府源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律师解答】

村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
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从刑法的规定可知，非法拘禁罪侵犯的客
体是他人的身体自由权，客观方面是行为
人采用了捆绑、关押、禁闭等手段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行为，只有达
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本案
中，村民看到路面被游客的车辆碾轧，要
求游客赔偿，双方自愿协商 20 分钟，此种
行为并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性”这
个标准。再者，村民与游客在协商的过程
中，游客的手机通信是自由的，村民没有
限制游客与外界联系，此时游客可随时与
外界联系，不符合非法拘禁罪要求的“关
押、禁闭”状态。

村民的行为符合私力救济范畴的自
助行为。自助行为与紧急避险、正当防卫
的性质是相同的。自助行为作为正当化
事由的根据即在于其是权利人对自己合
法权利的自我保护，是对国家权力在维护
社会秩序和公民个人权利不及时的情况
下的有效补充。当然，采取自助行为要谨
慎的态度，要符合一些条件（一）须为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利；（二）须不法侵害状态已
经存在且被侵害的权利可以被恢复；（三）

须情况紧迫而来不及请求有关国家机关
的援助 ；（四）须具有自助的意思 ；（五）
自助行为须具有相当性、适度性。

本案中，村民看到水泥路面被游客的
车辆碾轧，及时制止这种侵权行为，要求
游客赔偿损失，并积极与游客协商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报警求助公安机
关。担心游客离开以后将不能或很难实
现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游客不要离开，
等待公安机关介入。村民的行为并没有
超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适度性、及时
性、手段合理性的范畴。

综上，村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属
于私力救济行为当中的民事自助行为。

（王政文 律师）

张先生来电咨询：
8名游客合租一辆商务

车，到我县景区旅游。到了景
区游玩之后，由于路况不熟
悉，忘记了返回县城的路线，
于是就边开车边寻找返回的
路，当经过一段刚浇筑的水泥
路面时，为了节省时间，强行
碾轧过去，碾轧了两三公里水
泥路面，被我村村民发现，村
民把车辆围住不让车辆行驶，
同时要求游客赔偿损失之后
才能离开。游客称我们强行
不让离开是属于非法拘禁的
行为，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打
击。但被碾轧的水泥路面是
刚浇筑完成的，正等待上级单
位检查验收，如果一旦验收不
合格，将损失30万元，我们担
心游客离开以后找不到人导
致无法索赔。双方协商20分
钟后无果，村民报警求助。请
问，我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

法律咨询

律师随笔律师随笔

悠扬的琴声，安静的过午时分，引出
了我一片遐思。一个立志做律师的人，
心思为何。

律师这个行业之所以受人们尊敬，
不是因为律师能赚钱和富有，比律师能
赚钱的行业很多，这种尊敬出于律师们
个人魅力集成起来的整个行业魅力，所
谓的“大”律师，业务精湛的同时，必定有
着很高的个人素质，而所谓的“小”律师，
也可能只是某些人或者社会单凭经济收
入来划分的，“小”有大爱，有担当，那就
不该有什么“大小”之分，只能有“新老”
之分。

工作和学习一样，学习好了，老师们
会看重你、喜欢你，工作好了，周围的人
就会认可你，客户们就会信任你、赏识
你。这是我在同事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
东西之一。一份法律意见、一份诉状、一
份答辩状、一段表述、一句话、一个字，一
个优秀的律师，这些都是逐字逐句打磨
出来的精品。人生好比一场战争,每个
面临选择和开始的节点都是一个大大小
小的战役,每个战役都关乎这场战争的
结局，一个胸前满挂勋章的士兵，每个战
役开始的时候最多也只能以一个“老兵”
的身份去参加战斗，却不该以一个“优秀

士兵”的身份参加战斗。工作生活也是
如此,过去不是轨道，能让我们顺着既定
的方向前行，我们必须在每一次新开始
的时候放下过去,心平气和地做好、做精
最基本的工作，在工作中去创造、去开
拓。

我选择做律师，因为我喜欢这个行
业，这出于我一直以来对这个行业从业
者魅力的仰慕和对这份职业的憧憬。今
天走上了律师的道路，我的理想就是做
一个小孩一样的大人，做一名心怀大爱
的“小”律师。

（高峰律师）

若为律师，心思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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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轧坏路村民不让走
属非法拘禁？

法律援助律师团

河南博正律师事务所
河南博正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3 年。

该所始终如一地将寻求及维护客户权益最大
化作为唯一的宗旨，以建立一流律师事务所
为工作目标，奉行“博施广济、正己为人”的服
务理念，力求为所有客户提供高效率、全方位
的法律服务。该所多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电话：0371-63569755 86026870

专长律师（民商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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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彦安律师13253428306
王东飞律师13838022802
张燕民律师13903826999
朱保恒律师15890183560
刘光明律师13526869961
丁 可律师 13526673273

律师库

首
席
律
师

电话：15093101390 电话：13598066122

河南英伦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婚
姻家庭、人身损害、房
产纠纷、刑事辩护等
法律事务。

张高领
河南高成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
理、建筑工程、企业
改制等法律事务。

吕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