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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毛玺玺）“寒假快到了，
会有很多大学生利用假期找兼职，大学生勤
工俭学需谨慎，要增强维权意识，敢于动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2月21日，卫
东区司法局副局长王晓娇提醒说，日前，该区
法律援助中心刚为两名在校大学生“要”回了
被拖欠的工资。

据了解，在卫东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
下要回勤工俭学工资的是分别在郑州和平顶
山市就读的大学生车某某和董某某。由于
家庭贫困，今年暑假俩人在我市卫东区东建
材一家公司做临时工。但是，“打工”结束时
老板却不给工钱，俩人手头又没有什么证
据，后来多方求告无果来到了卫东区法律援

助中心。该中心主任王刚了解案情后，当即
为他们联系律师介入，并指导其办理援助手
续。援助律师接受该案后，积极协助收集证
据，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事后援助律师又
为他们写了执行申请进行“一站式”法律援
助服务。近日拿到被拖欠工资的俩人相约
来到卫东区法律援助中心表达他们的感
谢。面对车某某和董某某的感谢，王刚又
专门透过案件向他们讲解了关于劳动关系
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注意事项，提醒他们注
意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卫东区法律援助中心曾荣获全市优秀
法律援助中心称号，连续 5 年来，该中心都
将法律援助纳入区委、区政府“十项民生工

程”，不断加大法律援助实施、宣传力度和
范围，深化“点援制”、“一站式”、“坐席制”
服务，努力让困难群众、在校大学生等弱势
群体在法律援助案件中都享受到优质高效
的服务，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腰”，在深层次
服务民生上实现新突破等。“寒假将至，接
下来我们会开展‘勤工俭学需谨慎，维权意
识要增强’的‘维权宣传’和‘法律咨询’活
动，向在校大学生介绍兼职期间权益容易
受到侵害的方面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
途径，提醒大家在做兼职时要详细了解用
人单位的具体情况，签订劳动合同和其他
书面协议是预防侵权事件发生的关键。”王
晓娇提醒道。

民警拾金不昧寻失主
司机特快专递寄真情

本报讯（通讯员 苗雪玲）12月28日上午，
舞钢市公安局政治处收到一封特快专递，寄
件人是方城县城关镇三里河村谢士军，收件
人是王队。

“王队”是谁呢？
舞钢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苏

晓帆拆开信函，里面装有一封感谢信……
“我叫谢士军，是一名小型运输汽车司

机，当时我从漯河高速公路方向回家，当时车
上拉着拉杆箱，因刹车绳松懈，丢失了几套拉
杆箱也没发现。幸运的是舞钢市公安局干警
拾到了。为了还我们这几套拉杆箱，干警们
追我们几十里。如果不是舞钢市公安局的干

警及时追到我们，车上另外几件拉杆箱也快
掉下，将给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挽回
我的经济损失数千元。当时下车问他们姓
名、是哪个公安局的，他们也不说，只说‘这是
我们应该做的’，最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
们还是不说，我只好记了这辆警车的车牌
号。后经打听，该警车是平顶山市舞钢市公
安局的王队开的......”

看罢来信，苏晓帆深为民警做好事不留
名的精神所感动，经调查了解，信中的“王队”
是该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王团辉。

原来，12 月 25 日下午，王团辉与民警孔
阳阳、殷晓磊、杨继辉从漯河办案回来，在漯

舞高速公路上，发现有辆农用小型运输车上
一连遗落 4个大皮箱，车主高速行驶，浑然不
知；停车捡到皮箱后，农用车早已无影无踪。
王团辉与民警商议后果断地驰车追赶失主，
直追到许平南高速南段时才追上那辆遗落皮
箱的农用运输车，前后追赶二十多公里，终于
把捡到的皮箱归还失主。

谢士军在感谢信的结尾写道：“我是一个
普通的农民，也不会说些什么，从我内心里，
我非常的感谢‘做好事不留名、人民的好警
察、好卫士’。今特向贵局寄去一封感谢信，
聊表我对贵局王队的感谢！再次衷心的感谢
人民的好警察！”

本报讯（通讯员 闫发）近日，
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审结一因
微信交友引发的强奸案，法院以
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
刑4年。

2015 年 7 月下旬，31 岁的被
告人刘某谎称自己未婚，通过微
信认识被害人李某并开始交
往。8 月 6 日下午 16 时许，刘某
和李某相约在平顶山市第四人
民院门口见面，之后刘某将李某
带到开源路与南环路交叉口东
侧 50 米处的万福佳源宾馆一房
间。在该房间内刘某试图与李某
发生性关系，李某不同意，二人厮
扯多时，刘某用言语威胁李某，强
行将其衣服脱掉并与其发生了性
关系。事后，李某称肚子疼要出
去买药，出宾馆后立即报警，后民
警在该宾馆内将刘某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
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手
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
为已构成强奸罪。

根据被告人刘某犯罪的事
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法院遂
作出上述判决。

微信交友遇色狼

本报讯（通讯员 丁新正 周晓阳/文图）工
商银行平顶山分行针对岁末年初侵害银行高
发事态，按照银监部门和公安机关要求，落实
省工商银行“进一步落实安全防范工作视频
会议”的精神，该行精细组织，周密安排，于
2015年11月下旬开始在全行上下积极开展双
节大排查活动。12 月 1 日至 2 日由主管副行
长亲自带队，对县支行和偏远网点及自助银
行开展“迎双节、保平安”大排查活动进行抽
查，并成功举办了“迎双节、保平安”自助银行
夜间防撬盗实战应急演练活动，扎实推进活
动深入开展和活动成效。

据了解，该行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主
管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任副组长，内控保卫、
办公室、运行管理、信息科技、财务会计、业务
支持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迎双节、保
平安”大排查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
全行活动方案的制订、组织推动、指导督查和
考核评价，全程跟踪活动开展情况。并制定
下发了大排查及应急演练活动实施方案，落

实安全检查、履约监督、节日值班和应急演练
等，坚持把安全工作与业务经营同部署、同检
查、同督促、同落实、同考核、同问责，认真解
决本单位安全排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确保双节期间安全运营。

同时，此次排查范围扩展到全行所有机
构，延伸到食品安全、交通安全、信息科技安
全、水电气暖安全、高层办公楼消防安全和外
部欺诈风险各项内容。突出排查重点，做到

“三查”、“四个结合”，即：查制度落实、查人员
落实、查责任落实，坚持白天查和夜间查相结
合、定期查与不定期查相结合、大规模集中查
与分散查相结合、节日查与平时查相结合，边
查边改。尤其面对近期撬盗 ATM 案件多发
的严峻形势，深入分析撬盗ATM案发规律及
特点，针对案件高发时段和高风险区域，切实
落实安全检查制度，提高案件防控能力。为
检验评估活动效果，该行开设“迎双节、保平
安”大排查活动专刊，对排查活动情况及时进
行宣传、通报。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贝贝）家
人意外病故，留下 960 元粮食补
贴款存在银行无法取出，近日，
叶县法院任店法庭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审理了一起存款合同纠
纷案件。

原告梁某之子李某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突然病故，李某生
前以自已名义在被告单位叶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入粮食补
贴款 960 元。李某死后，存折不
慎丢失，李某家人请求被告支
付存款，被告不予支取该存款。

叶县法院任店法庭受理此
案后，根据案件法律关系明确、
标的额较小等特性，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审理此案。

审理查明，原告梁某之子
李某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病故，
李某生前以自己名义在叶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办一帐户存
折该帐户内存款及利息共计
936.89 元。本院认为，原告梁某
属于李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原告应当分得李某的遗产，判
决被告叶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支 付 原 告 梁 某 存 款 及 利 息
936.89 元。

案件审结后，双方当事人
都表示对审判结果非常满意，
此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大大
缩短了审理时间，节省了审判
资源，提高了审判效率，适用小
额诉讼程序是及时、便捷解决
民间纠纷的新通道。

家人病故存款难取
小额诉讼快速审结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世月）12 月
25日上午，汝州市法院少年审判庭
法官刘延斌、邵存霞到看守所里为
少年犯李某过 18岁的生日，完成了
他的成人礼。

李某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
和弟弟在家跟随奶奶生活，他初中未
上完即辍学。2015年7月26日，在一
网吧他持刀威胁，抢走一个孩子34元
钱。该院少年审判庭受案后，承办法
官邵存霞就与李某的亲属联系，但其
父母没有到庭，李某的奶奶作为合适
成年人参与了诉讼。由于李某犯罪
时未成年，认罪态度较好，在审理过程
中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谅
解，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
1年六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宣
判后，李某表示服判不上诉。案子虽
然结了，但承办法官邵存霞仍然牵挂
着李某，决定到看守所为他过生日，以
帮助他早日改过自新。

漂亮的生日蛋糕、红红的大苹
果，在看守所里，当李某看到这一幕
时不禁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法
官会来给他过生日，怎么也没想到
在看守所里还能吃上生日蛋糕。吃
完了生日蛋糕，法官拿出事先准备
好的国旗展开，李某面向国旗宣
誓。他庄重地说：“我要以诚心对待
他人，以孝心对待父母，以热心对待
社会，以忠心对待国家……”

“我知道错了，犯法了应当接受
法律惩罚。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
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以后我
一定会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回报社
会，回报父母，回报所有关心我的
人。”李某说这番话时几度哽咽。法
官还给李某送了法律书籍，鼓励他
悔过自新，早日成才。面对这些关
心他的人，李某低下头，深深鞠了一
躬，“谢谢！谢谢！”

工行平顶山分行开展
“迎双节、保平安”大排查活动

卫东区法律援助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腰”

法官到看守所
为少年犯过生日

工行平顶山分行副行长穆谢玮现场检查督导活动开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