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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讲座进社区

本报讯 近日，潢川县法院结合工作
实际，组织法官走进社区，举办法律维权
及法律咨询服务讲座。讲座中，法官们
生动地讲解了房地产纠纷、继承权纠纷
及离婚纠纷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切实解
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受
到百姓称赞。 （程有林）

淮滨县检察院
开展“每天阅读一小时”活动

本报讯 近期，淮滨县检察院开展“每
天阅读一小时”活动，该院向干警全天候
开放图书室、阅览室，并通过检察长荐书、
组织赠书等方式，每月定期更新充实检察
业务图书和报纸杂志，定期为干警集体购
书，为干警提供学习平台，使干警的素质
得到全面提高。 （李双林）

本报讯 鹿邑魏武庄园首届葡萄采摘文化节将于 8月
16 日开幕。届时，葡萄文化展、书画展、摄影展、花卉盆
景展等活动同时进行。

“带上孩子，带上家人，鹿邑魏武庄园在等你。快来
尽情撒个欢吧！”

品庄园文化，赏葡萄种植发展史，观花卉盆景，参与
农耕，食用有机果蔬，了解农村新貌、农家物语……这么
丰富的内容，眼馋吗？美人指、金手指、红提、夏黑、寒香
蜜、红宝石、紫晶玫瑰、维多利亚等 10 多个品种的葡萄或
招手，或微笑，或压低身姿，你会感到不虚此行。

8 月 16 日，鹿邑魏武庄园首届葡萄采摘文化节在等
你。心动就赶快行动吧！参与活动请扫一扫二维码，有
惊喜哟！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温县国税局按照上级
局工作部署和要求，扎实推进增值税发票系
统升级版工作。

全面部署，细化实施。该局制订《温县
国家税务局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推行方
案》，明确各阶段工作要求，保证推进工作扎
实有序开展。全面宣传，广而告之。利用大
厅LED屏、微信平台、培训会等多种形式，将
公告通知、办理流程等相关内容及时告知广
大纳税人。全面监督，贴心服务。该局向符
合条件的纳税人发放《增值税发票系统安装
使用通知书》，加强对专用设备价格、服务态
度、服务费标准等方面的监督力度；对已领
购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企业进行回访，并及
时公布投诉电话，切实维护纳税人的权益。
截至 7 月 31 日，已有 759 户纳税人成功使用
升级版系统开具增值税发票，其中一般纳税
人553户、小规模纳税人206户

（郑晴晴 王毅）

本报讯 今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发挥检
察职能，通过强化领导、整合力量、两法衔接
等措施，加大民生领域违法犯罪打击力度。

成立专门的食品药品和环境保护工作
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反渎部门负责查办
食品药品、环境资源领域内的职务犯罪；侦
监部门负责监督各行政执法部门移交相关
刑事案件，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诉
部门负责审查起诉活动。

协调县工商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县公安局等各行政机关，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对可能影响百姓生活的食品、药品、破
坏环境案件的高危节点等进行联合会诊。
该院与相关部门会签了《关于依法办理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
危害民生刑事案件的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
犯罪行为进行界定，并对相关案件中适用法
律的疑难、复杂问题进行会诊，并提供法律
支持。

在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建议
公安机关成立专门打击民生领域犯罪的“食
药环”大队，抽调精兵强将专注于民生领域
内的犯罪查处工作。

加强“两法衔接”工作。该院在监督辖
区内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
罪案件及时监督行政机关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食品安全以农产品保护为切入点，对违
法使用违禁农药和农药残留量超标等问题
进行查处。环境保护以养殖业为切入点，对
养殖户直接向水源倾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
染的现象，监督行政机关进行查处。截至目
前，已监督行政机关移送食品安全类案件16
起、破坏环境资源案件4起。

（牛凌云 曹书路）

23 岁的李原是郑州市某高校计算机
系的学生。2014 年 11 月，他偶然在网上看
到了一则招聘信息：“招收兼职电脑软件
制作人员，工资日结，15 元/小时。”李原感
觉这份工作报酬还不错，而且正好他主修
软件制作，做兼职也可以提高自己的水
平，便有些心动。于是，他便和几个同学
一起来到了广告上标明的位于郑州市惠
济区的这家公司应聘。

经过一番面试，李原和两个同学被留
了下来。老板自称李强，主要要求他们制
作电脑软件，工资按照招聘启事标明的结
算，但需要自带电脑。三人便同意了。

在工作了 3 天后的 2014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三人结伴去小区内上班时，发现屋
内有一名男子。起初三人并没有在意，而
是照常开始了工作。孰料过了一会儿，李
强走过来说：“你们先把手机和电脑放到
里屋吧。我和这个朋友有点经济纠纷，别
让你们也受牵连。”涉世未深的三人便将
自己的手机与电脑放进了里屋。

随后，屋内的那名男子忽然将李强扣
了起来，自称是警察，要将李强带走。二
人进里屋商量了一下，最终商定以钱来解

决问题。李强以取钱为由出门，自称警察
的男子随后也出了门。

惊魂未定的李原三人这才发现，放在
里屋的手机和电脑已不见踪影。这时他
们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骗子。三人赶忙
报警，李强及同伙老赵（另案处理）被抓获
归案。

据李强交代，自己 2014 年 5 月因盗窃
罪刑满释放后，通过朋友介绍接了制作软
件的生意。为了工作方便，他在郑州市惠
济区租了一套两居室作为办公室，但由于
平日自由散漫惯了，生意经营惨淡，他便
开始打员工的主意，经常无故拖欠求职者
的工资。在面试李原等人时，他发现几人
的经济条件都很不错，又很单纯，便萌生
了歹意。于是，在和自己的朋友老赵商议
后，决定由老赵来假扮警察，自己予以配
合，为的就是悄悄盗走三名应聘者的手机
和手提电脑。

在李原三人将手机和电脑放在里屋
后，李强便通过套间后面的窗户将三台笔
记本电脑和三部智能手机盗走，三人制作
的 6 盘软件也被一并带走。之后，李强将
所盗得的财物卖给了一家手机店。经鉴

定，被盗的三部手机、三台笔记本电脑价
值共计 14564元。

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李强家属退赔
三名被害人 6000 元人民币，三名被害人表
示谅解。

8 月 11 日，郑州市惠济区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李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
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对其应予惩罚，公诉机关指控
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法院遂依
据相关法律规定，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李
强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
元，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记者 张杰 路歌 通讯员 鲁维
佳 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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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兼职遭遇陷阱
老板被判盗窃罪

眼下正值暑期，各种招收暑期工、兼职的
招聘广告五花八门。但世事难料，可能一不
留神就会掉进招聘陷阱。希望下面这个案例
能给广大学生和家长提个醒。

2013 年，由吴某提供担保，其同学周
某向郑某、王某二人分别借款 10 万元，借
款到期后因周某无力偿还借款和利息，
郑 某 、王 某 二 人 便 找 到 担 保 人 吴 某 要
钱。经过多次追要，吴某都没有履行担
保义务。

2014 年 10 月 7 日 6 时许，经过商议，
郑某（另案处理）和王某带领赵某、李某、
齐某（在逃）三人，由王某开车到内乡县
某乡吴某的老家，强行将吴某带至西峡
县某宾馆看管起来，后又将吴某转移至

西峡县一洗脚城内催促其还钱，但依然
无果。直到 2014 年 10 月 8 日上午 11 时
许，郑某和王某等人才让吴某离开。

案发后，2014 年 11 月 19 日，被告人赵
某、李某到内乡县公安局投案。

经内乡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内
乡县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
王某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被告人
李某拘役 3 个月，缓刑 6 个月；被告人赵

某管制 1 年。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赵
某、李某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且系共同犯罪。
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某在犯罪过程
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被告人赵某、李某起次要作用，是从
犯，应当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李某有犯
罪前科，应当从重处罚。案发后赵某、李
某又能够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系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张媛媛吴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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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
之事，但作为债权人，在主张自己债

权的时候要依法行事，不能肆意妄
为。否则不仅维权不成，反而会害

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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