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检察文化建设，
展现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中取得的明显成效和良好精神风貌，鹤壁
市山城区检察院举办了“公正执法”书法、摄
影、绘画创作比赛，比赛期间共收集到书画、
摄影等作品50余幅。8月13日，山城区检察
院精心挑选了26幅作品进行了展览，并由干
警进行现场不记名投票。此次参赛作品多、
质量高，充分展现出检察干警热爱工作、敬
业奉献、公正执法、积极向上的新时代检察
干警风采。

记者李杰 通讯员 何芳莉 摄影报道

本处于2014年2月25日受理了代振喜

关于继承代洪礼房产的遗嘱继承公证申请，

对于申请人代振喜持有的被继承人代洪礼于

2010年1月26日所立的（2010）鹤山城证字

第79号公证遗嘱，其他利害关系人兰荣秀、

代凤军、李磊均表示无异议。现本处依法向李

慧公告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向本处

申报权利，逾期将视为无异议，特此公告！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公证处

2014年8月14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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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张绍勤）“来路不明的物件，再便宜
也不能要，小便宜贪不得……我啊，就
险些栽了大跟斗！”8 月 12 日，渑池县
一旅店店主老马在对住宿客人例行法
制宣传。

老马是个热心人，凡到他店投宿者
都会受到热情接待，即使没钱，老马也会
大开绿灯给予安排照顾。因此，老马的
生意总是红红火火。可有件事，却让老
马心里不舒服。

有个姓谢的小伙子，时常光顾老马
的生意，一来二去变成了熟人。于是，
谢某不管有钱没钱，早晚都会到这里住
宿，几个月下来，就欠老马房费 200 多
元，因为是熟人房费就一直欠着。突然

有一天，谢某背着一个包裹径直来到老
马的旅店告诉老马，自己手头紧，房费
一时给不了，其朋友买了一台新电脑，
就把一台有点小毛病的液晶电脑送给
他了，自己不会用，希望可以用电脑抵
账。老马看看电脑，感觉这台旧电脑还
挺不错，心里暗暗高兴的老马便一口答
应了下来。

谢某走后，老马便托人把电脑送去
维修。在一家维修店，技师打开电脑调
试时发现，电脑里有自己朋友的多张照
片，于是赶紧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询问，当
得知电脑被偷时，便向警方报了案。

原来，身为农民的谢某游手好闲，曾
涉嫌盗窃、故意伤害、贩卖毒品被判处有
期徒刑，2011 年刑满释放后，仍恶习不

改。2013年3月的一天，他在渑池县城城
中村闲逛时，趁一住户家中无人，将大门
上的门锁撬开后，悄声钻进房里四下寻
找钱财。一通乱翻也没找到目标，临走
就抓起床单将其家中的一台液晶电脑包
起背走，这才有了和老马的一番交易。

很快，渑池警方又掌握了谢某另一
起盗窃案件。2014年2月，谢某还在渑池
某手机店盗窃8部品牌手机，将手机便宜
出售后，携赃款外逃。2014 年 3 月，渑池
警方将谢某列为网上在逃嫌疑人。4月9
日，警方通过技侦手段，在甘肃省瓜州县
将谢某抓获。

7月14日，渑池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谢某依法审查起
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宋铁
军）“不用厂房不用投资，只是简单动动手就
能坐在家中兼职赚大钱！”在网上看到这条让
人心动的信息，濮阳市的刘某想挣点“活套”
钱，不料却落入对方早已挖好的陷阱，被骗走
3500元。

8月 11日，看着室外骄阳似火，不想出大
力又想挣大钱的刘某窝在家中上网时，看到
一条用手工串珠加工项链的公司对外招兼职
信息。信息称“不用厂房和投资，只要手巧灵
活，每天可挣5000元左右的加工费”。刘某瞬
间觉得找到了致富门路。仔细考虑后，刘某
拨打了该公司的联系电话。

接电话的自称是公司负责招商的吉经
理，对方介绍说，公司加工的项链都出口外销
到韩国、日本等国家，手工简单易学，只要能
吃苦坐得住，每天可轻松赚取近 5000 元的手
工费。由于原材料贵重，如果真想接加工兼
职的活，必须向公司交 1000 元的押金后公司
才发给原材料。刘某觉得向公司交押金也算
合情合理，就爽快地向吉经理提供的银行账
户上汇了1000元。

下午，吉经理给刘某的手机上发来一个
物流公司的网址和货号单，让刘某在该网址
上查询发货情况。刘某点开网址查询，证实
有一单货物确实已经发往濮阳。随后，吉经
理来电称，要想接手货物，刘某还得再交2000
元的保证金。为了能尽快拿到货物开工，刘
某没有多想又给对方汇去了 2000 元。不久，
吉经理再次来电，催刘某再交合格证押金500
元，刘某照做又汇走 500 元。一会儿，吉经理
又让交原材料保证金4000元。

“这还没完没了了，莫不是遇到骗子了？”
刘某一下子警觉了，忍不住质问对方：“你们
不是骗子吧？”吉经理一听这话，显得非常生
气，称如果刘某不拿原材料保证金的话，他就
不能保证货物发到濮阳，然后就挂断电话。

此时，刘某才清醒过来，所谓的兼职招商
只不过是骗子们骗钱的噱头。意识到被骗的
刘某赶紧到公安局报了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好心帮忙分啥事

旧电脑抵房费，旅店老板上了当

内存卡“抓住”窃贼

劝邻居卖儿获刑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张魁英）当今的骗子什么样的招数都
有，有人以租房为名骗取他人信任并实
施抢劫，让女性合租人防不胜防。近
日，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审结了一起这
样的抢劫案，依法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
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
金3000元。

被害人赵某陈述，其系单身，因觉
得房租太贵,就想找一名女性合租房屋，
以减轻经济负担，便在网上发布了一条
租房信息。2012 年 9 月 19 日 19 时 30
分，李某以给女朋友租房为名联系了赵
某，电话中，李某提出要看看房。随后，
李某如约到赵某家中看房。然而让人
没想到的是，李某走进屋后立即掏出一
把刀指着赵某，并将赵某推倒在床上让

其掏钱。无奈，赵某被迫从钱包里掏出
150 元给了李某，李某又将赵某的医保
卡装进了自己的兜里。之后，李某又
用刀指着赵某让其脱衣服，赵某不同
意，李某便用刀扎赵某，赵某只好脱掉
了衣服，李某随即扑向赵某，赵某趁李
某不注意将刀扔到床的缝隙内，李某见
状将刀捡起后对赵某进行打骂，放弃了
强奸的念头。为了防止赵某报警，李某
将赵某双手、双脚捆住后绑在椅子上，
用袜子堵住赵某的嘴巴，并将冰箱推
到卧室门口，然后离开。赵某看到李
某离开后，慢慢移到卧室窗户处，喊人
报警解救自己。

据查，李某共从赵某处抢走手机两
部，现金150元。经法医鉴定，赵某的伤
属轻微伤。

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刀入
户抢劫公民合法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
劫罪，应予惩处。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
某犯强奸罪的指控，经查只有被害人赵
某的陈述，被告人李某不供述，亦无其
他证据佐证，该指控缺少证据支持，不
予采信。被告人李某持刀入户对赵某
实施抢劫并致赵某轻微伤，对赵某的身
心造成极大伤害，李某的辩护人提出李
某主观恶性较小危害不大的请求对其
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另查
明，被告人李某在其他管辖地作案3起，
作案手段、情节与本案一致，且均在判
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应当对新
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数罪并罚，法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何
芳莉）从中介或网上获取别人需求信
息，然后相约到对方家中，用“调虎离
山”的办法实施盗窃。日前，刘某盗窃
一案被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董某是一名煤矿工人，由于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于是他找到了婚姻
中介所，并将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了登
记。一天，他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对方自称姓张，说要将自己的妹妹介绍
给他。信以为真的董某随即就将“张
某”带到家中。“张某”称其妹在某银行
门口等着他，董某就匆匆出门，把“张

某”一人留在家中。董某在该银行门口
找不到人，打电话也找不到“张某”，觉
得有些不对劲，赶紧往家赶。结果，董
某回到家中后发现家中财物被盗，赶紧
拨打了 110 报警。公安机关经过侦查，
迅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据“张某”交代，他其实姓刘，从2012
年开始，从中介或者网上的广告中获取
别人留下的信息，然后针对他们的需求
进行电话联系套近乎，从而进入被害人
的家中，之后再以身体不适、接电话或者
安排见面等理由骗被害人离开，从而实
施盗窃。从2012年底到2014年初，刘某

实施入室盗窃5起，金额达4700元。
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

官李艳菲提醒大家：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本案中的犯罪嫌疑
人刘某就是利用人们善良的本性和防
范意思差，采用调虎离山的计策实施盗
窃。因此，在生活中要提高防范意识，
对于陌生电话要警惕，不要将陌生人随
意领入家中，更不要将陌生人一个人留
在家中，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同
时，在向婚姻中介、房产中介等机构提
供个人信息时，要提醒商家尽到保密义
务，不得将个人信息随意泄露给他人。

名为租房实为抢劫

防人之心不可无
名为拜访 实为盗窃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韦
德涛）见邻居二胎生个儿子，因家庭困难
不好养活，山西长子县农民王某便劝人
卖儿。“热心人”办坏事，结果被判刑。8
月 11 日，新乡县法院依法以犯拐卖儿童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2000元

王某是山西省长子县岚水乡人。
2010 年 11 月的一天，王某得知本村村民
李某产下一名男孩，李某家庭困难，况且
第一胎也是个男孩。王某找到李家问他
们愿不愿把孩子给别人抚养，并给 3万元
的补偿。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李某的婆
婆和丈夫都答应了，李某本人也没有反

对。11 月底的
一天上午，王某带着
两男一女来到李家，
当场交给李某 3 万元
钱。事后，为了表示感谢，
李某给了王某1900元好处费。

后来，该男婴先被卖给张某（已
判刑），后张某通过李某某（已判刑）介绍，
又以 5万元的价格，转卖给新乡县古固寨
的许某夫妇。案发后，该男婴已被亲生父
母接回。

新乡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
参与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
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糊涂父母办糊涂事，因家庭困
难儿难养就动了卖儿之心，是一种
愚昧无知的表现，实在让人扼腕叹
息！王某明知拐卖儿童犯罪，但
在利益面前铤而走险锒铛入
狱。此事由愚昧引起，放
在法治时代的今天，当
引起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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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术很简单：
坐家挣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