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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警方
深入宣传防金融电信诈骗

本报讯 内乡县公安局赤眉派出
所民警深入辖区，向群众揭露电信诈
骗中的金融诈骗手段：一是分期付款
诈骗，二是金融交易诈骗，三是票务
诈骗，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朱成兴）

提高警惕防诈骗

本报讯 近期，内乡县公安局针对
多发的电信诈骗案件，提醒广大市民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提高警惕，注意防
范电信诈骗。一是“电话欠费”诈骗，二
是银行卡消费、银行转账短信息诈骗，
三是“猜猜我是谁”诈骗。（朱成兴）

温馨提示 防范电信诈骗

本报讯 内乡县公安局大桥派出
所民警在防电信诈骗宣传中提示：对
于陌生电话或短信一律不理睬、不相
信，对于声称用户中大奖、社保卡或银
行卡透支的情况，不要相信；接到短信
说某亲人遇交通事故急需钱时，一定
要打电话核实。 （朱成兴）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中奖电信诈骗多

本报讯 近日，内乡县公安局赵店
派出所民警向群众宣传电信诈骗的方
式：以娱乐节目获得巨额奖品，需交个
人所得税为借口实施诈骗；通过群发
短信，以高薪招聘为幌子，之后以培训
费、保证金等名义实施诈骗。（朱成兴）

接到服务电话谨防诈骗

本报讯 内乡县公安局师岗派出
所民警向群众宣传揭露电信诈骗：一是
冒充快递人员送上假烟或假酒，签收后
必须付款，否则，黑社会组织将找麻烦。
二是针对考生称能提供考题或答案，让
其将好处费转入指定账户。（朱成兴）

警惕修改软件电信诈骗

本报讯 内乡县公安局大桥派出
所提醒广大群众在最近发生的一些
电信诈骗案中，骗子通过修改软件进
行电信诈骗，冒充电信局、公安局等
单位工作人员，以受害人涉嫌犯罪，
骗取受害人汇转资金到指定账户。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恐吓，立即拨打
110求助。 （朱成兴）

本报讯近年来，上蔡县检察院坚持
以保障执法办案效率为核心，以强化管
理、优化服务为重要举措，不断提升执法
办案能力；大力加强经费预算、装备采购、
资产管理，规范理财、科学用财，积极推进
检务保障工作科学化发展。一是加强经
费管理，推进检务保障规范化。该院紧
密结合检察业务工作需要，严格各类报
销审批程序，加强预算管理及经费使用
监督检查，坚决落实各类预算规定及重
大项目经费内审、报告制度，确保经费使
用有序。二是加大装备投入，提升检务
保障科技化。该院坚持将业务经费向重
点部位、重点部门倾斜，通过加大资金投
入、重点配置、优化组合等方式，坚持将转
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装备建设以及科技
强检上，以提升科技强检水平。三是创
新资产管理，提高检务保障专业化。该
院加强与业务部门的信息互动，推行资
产高效利用，严把采购、使用、维修关口，
实行部门申请、院领导审批等制度，严格
程序、层层把关，努力打造“规范型”、“节
约型”资产管理模式，大大增强资产使用
效益。 （董文奇张杰）

本报讯 唐河县检察院深入推进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坚持以司法办案
为中心，始终围绕办案的质量、效率、效
果，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和完善工作机制，
制定统一标准，对公诉工作从人、案、事等
方面进行细化量化，以个案绩效考评表为
载体，在审查起诉各个环节，对每一个案
件进行全程同步考评，切实提高了办案质
量，提升了办案效率。

着力保障办案质量，实行个案绩效考
评。该院将实践中承办人容易疏漏的问
题确定为考评项目，规定详细的奖罚措施
及得分标准，实行一案一表一考评，从案
件受理开始直至判决审查、卷宗归档全程
对每一个案件的办理情况进行评分，引导
和督促案件承办人认真依照考评标准要

求，对照自查办案情况，及时修正。
着力提高办案效率，合理界定办案任

务。该院根据实践中掌握的人案最佳匹
配状况，充分考虑个案特点和各承办人的
综合素质、承受能力，进行繁简分流、合理
搭配，既确保疑难复杂的案件由经验丰富
的公诉人有充足的时间集中精力办理，减
少办案差错，确保办案质量。

着力增强办案效果，维护弘扬公平
正义。该院将法律监督成效和司法办案
社会效果明确作为公诉工作绩效考评标
准的内容，引导干警“讲亲和，立公信”，
确保当事人的合法诉求得到充分保障，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牛凌云陈殿基）

临近年末，修武县国税局组织机关科室
和税源管理部门深入企业调研，厘清企业生
产经营变化真实情况，全力冲刺年度组织收
入任务。图为该局人员在重点税源企业开展
调研。

张茂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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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器公司租赁一仓库用于存放货
物，2014 年 4 月的一天，10 周岁的小明和
5 周岁的小圆在仓库附近玩耍。小明拉
了一块草席到无人值守的仓库门口准备
点火玩，小圆也帮忙拉草席。其间，小翔
到现场观看。之后当小明点燃草席时，
小翔感到害怕而远离点火处。小圆捡了
一个瓶子接满水交给小明用于灭火。

草席被点燃 1 分钟后，火苗顺着仓库
大门下面的缝隙进入仓库，引燃了电器
公司的库存货物。5 分钟后，3 人见火势
太大施救无效而先后逃离现场。该公司
的 电 脑 账 目 显 示 ，库 存 货 物 损 失 约
317.96 万元。后经该电器公司申请，长
葛县法院委托，河南中财德普资产评估
事务所依据该电器公司的电脑货物损失
清单，对库存货物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
约为 311.93 万元，该电器公司支付鉴定费
两万元。

长葛县法院经审理，于 2015 年 5 月判
决 小 明 的 监 护 人 赔 偿 电 器 公 司 损 失
187.158 万元；驳回某电器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

某电器公司不服，上诉至许昌市中级

法院。近日，许昌市中级法院经审理，维
持了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明点燃草席引发
火灾，造成某电器公司的巨大损失，其行
为已侵害了电器公司的民事权益，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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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
其侵权责任。”该案中，因小明系未成年
人，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

在整个事件中，虽然小翔在现场，但
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其教
唆、帮助小明实施了侵权行为，不应当承
担民事侵权责任。在小明点火的整个过
程中，小圆都在其身边，并帮助小明拉扯
草席。但小圆当时年仅 5 周岁，虽跟随小
明玩耍，但其与小明的年龄和智商的差距
决定了其与小明对于实施点火行为无意
思联络，其行为相对于小明来讲无关紧
要，不能认定小圆是共同侵权人。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
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电器公司在厂院中设
置仓库，该厂院人员混杂，出入自由，没有
安排专人看守仓库，从点火到火势不可控

制的 6 分钟内，电器公司一方均无人在
场。但是作为企业，电器公司没有落实消
防安全制度，没有完善的消防设施，也未
安排必要的仓库管理员，存在管理上的疏
忽，对本案火灾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火灾的发生亦存在过错。

根据该案案情，酌定小明的监护人应
赔偿电器公司损失 187.158 万元。（文中人
物均为化名）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姚永丽 孟俊克）

自 2012 年 3 月起，小魏给王某某开翻
斗车，每月工资3500元。2012年7月30日，
被告王某某派小魏去甘肃工地干活。同年
8月 1日，由于转工地途经四川省松潘县岷
江乡，因泥石流堵车，小魏下车探路，其后
下落不明。小魏的近亲属及松潘县公安局
经多方寻找未果。

2015 年 3 月 11 日，四川省松潘县公安
局鉴定结论通知书证实小魏死亡，且该无

名尸排除机械性损伤可能。之后，因与王
某某就赔偿事宜不能达成协议，魏某等5名
小魏的近亲属遂诉至法院。

近日，内乡县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王
某某赔偿原告魏某等 5人因小魏死亡的各
项损失15.8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受法律保护。死者小魏作为被告王某某的
雇员，在转移工地的途中意外失踪，致死
亡，属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人身损害，被
告王某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小魏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下车探路时应当
预见到危险的发生而没有预见，其也存在
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我国《侵
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之相关规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张媛媛）

上蔡县检察院

推进检务保障工作
科学发展

玩火烧毁财物百余万 孩子犯错家长担责

雇工下车探路失踪雇主被判担责

汪某的妻子李某在固始县好音大酒店
做服务员，该酒店被刘某、韩某夫妇承包。
2015 年 5 月 27 日晚，韩某安排酒店工作人
员程某送厨师回固始县泉河乡老家。由于
程某对路线不熟悉，出于安全起见，韩某让
员工孙某一同前往。但当日恰逢孙某晚上
值班，于是，汪某的妻子李某就提出由自己
去送厨师。

当日 22时 30分许，汪某酒后到好音大
酒店接李某下班回家，在被告知李某到县
城送人后，酒后失去理智的汪某怀疑酒店
经理刘某安排李某与他人开房，于是气势
汹汹地走到刘某面前质问。事前并不知情

的刘某表示没有安排李某到县城。汪某当
即掏出手机试图与妻子联系，但没有打通
电话，最终沟通未果。

过了几分钟，尚在醉酒状态的汪某就抓
起前台的收银牌子朝营业厅东大门砸去，砸
碎了镶在木门上的玻璃。随后，他又捡起收
银牌子扔向饭店营业厅西边的鱼缸，将鱼缸
砸了一个洞。接着，汪某通过电话将上述情
况告知其父亲老汪。在赶到好音酒店后，老
汪伙同并指使汪某将酒店的大门、玻璃移门、
桌椅、电器、花瓶等设施毁坏。后经固始县价
格认证中心鉴定，被砸的玻璃移门、花瓶、电
视机等物品价格共计10831元。

2015年 6月 8日，老汪父子与好音大酒
店达成赔偿协议，赔偿酒店损失并得到被

害人谅解。7月3日，老汪、汪某主动到固始
县祖师庙派出所投案。

11月20日，固始县法院经审理，以故意
毁坏财物罪判处老汪、汪某父子两人各拘
役4个月。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汪、汪某故意损坏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
坏财物罪，且属共同犯罪。鉴于两被告人
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
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吕志豪）

怀疑妻子与他人开房丈夫怒砸酒店

深入推进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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