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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普法执法力度加大普法执法力度
夯实文化市场监管夯实文化市场监管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李双喜 王
建）近日，西峡县司法局、西峡县文广新局针
对学生暑期长假马上来临，文化、网络市场进
入旺季，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集
中组织开展了净化暑期文化市场整治行
动。

广泛宣传，提升管控能力。组织开展新
闻媒体、发放宣传页、出动宣传车等多种形
式，深入学校、社区等重点单位集中宣传。深

入网吧、歌厅、文化用品门市重点宣传。每到
一处都对各种经营证件、客户实名登记、消防
器材、安全通道等进行全面检查。特别是对
网吧上网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并向业主和网
友宣传网吧管理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提醒
业主加强行业自律，张贴12318举报热线宣传
标语，监督经营行为，严禁未成年人进入青少
年不宜进入的场所。

严查严防，不留空挡死角。组织执法人

员加强对城区网吧、书店、音像制品店的检
查，重点检查学生读物、工具图书、教辅光碟
等的出版刊号、进售渠道和票据，集中打击制
售盗版不良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的行为，规
范出版物经营单位合法经营秩序。与全县55
家网吧业主、图书音像销售单位签订《守法经
营承诺书》，对违法违规商户，进行批评教育，
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净化经营秩序，消除管
理死角，确保了全县文化市场经营规范良好。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武书强 熊建）5月 12日 18时许，
一阵大风过后，乌云突然笼罩在南
召县九里山上空。一场雷阵雨不
期而至。此时正是小学校放学之
际，许多没带雨具的小学生瞬间被
雨淋湿了衣服，还有一些小学生不
懂得科学知识，在大树和建筑物下
避雨，随时有生命危险。

18时10分左右，太山庙乡某小
学二年级学生朱某与3名同学冒雨
结伴回家，他们小跑来到 231 省道
上，为躲大雨钻进路旁一破瓦房
中，不料该房屋年久失修到处漏雨
处境危险，被过往的群众发现并向
过路的南召交警大队云阳中队执
勤民警报警。中队长杨清中闻讯
立即带领民警来到瓦房里，将他们
接上警车并告知雷雨天气野外避
雨的安全知识。此时天色已黑，虽
然雨势渐小，但孩子们离家太远，
徒步回家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
为确保 4 名小学生人身安全，杨清
中决定用警车把他们送回家中。
18时20分许，民警们驾驶警车把孩
子们一一送回家中。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春晓 郭俊）
5月 10日，在第 105个护士节之际，
南石医院护理人员以“品管圈”大
赛的形式喜迎护士节，传承南丁格
尔精神。 参与决赛的共有 10 支代
表队，她们是通过初赛、复赛之后
选拔出来的优秀代表队，在“品圈
管”比赛主题的选定、改进过程、提
升目标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工夫，一
直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前进。

该院的护理服务工作在南阳市
有口皆碑，这与该院平时对护理工
作的敦促与学习是分不开的。“护士
要怀揣一颗悲悯之心，带着‘情’字
去工作，把热情、温情、真情、深情融
入与患者沟通和服务的每个细节，
患者才能真正感受到护士的用心，
才能对治疗放心、有信心。”该院护
理部主任张子群说，该院有护理人
员近 700 人，是服务临床患者的主
力军。院长赵俊祥、常务副院长石
军锋也在大赛开始及结束分别做了
重要讲话。他们对全体护理人员一
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护理
人员时时围绕患者需求，坚守职业
操守，表现出了可贵的牺牲和奉献
精神，诠释了南丁格尔“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价值内含。

5 月 16 日上午，淅川县荆紫关镇吴家
沟村村民王建国等村民来到该县人民检
察院，送来“驻村帮扶、心系百姓、功垂千

秋”的锦旗，感谢县检察院一直以来对他
们村的关心和帮扶。 通讯员 杜海燕 张
建伟 摄影报道

为保障法官们的身体健康，5
月13日，徐州医学院研二学生宋
慧珍到镇平县法院免费为干警体
检身体。据悉，今年以来，该院党
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干警的
身体健康：每年都组织全院干警
体检身体；购置了乒乓球桌、跑步
机，让干警多锻炼身体。 通讯员
李娜王崇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
员 王云 田杰）店主经营蛋糕违
规添加“泡打粉”损害消费者身
体健康，足以造成严重的食品中
毒和食源性疾病，已触犯刑法的
被告人赖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食品罪，被新野县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2013 年以来，被告人赖某在
新野汉城广场对面经营某品牌蛋
糕烘培坊，为使生意好，谋取更多
利益在其蛋糕制作过程中违规添
加泡打粉。今年 5 月 4 日，新野县
公安局民警在被告人赖某店中提
取其制作的蛋糕样品送检，经检
验，从被告人赖某处提取蛋糕样
品中检出铝的残留量为 963mg/
kg。严重超出了 GB2760-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 准》中 规 定 铝 的 残 留 量 ≦
100mg/kg的国家标准。

经新野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赖某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
定，故意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薛春晓）同一辆车、同一个人、同
一项违法行为，任性的刘某将再次
被同一个交警队送进看守所，这一
切都是醉酒惹的祸。

5 月 9 日 17 时，在南阳市北京
路与武侯路交叉口值勤的卧龙大
队交警发现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在
北京路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呈“S”
形行进，情况危险，立即上前将其
拦下。骑车的男子身上散发着浓
烈的酒味，在民警询问时称中午与
朋友喝了几杯白酒，这会儿是准备
到百里奚路办事，但提供不出自己
的驾驶证及车辆行驶证。民警将
其带回单位进一步调查，经抽血检
测，驾驶人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226mg/100ml,处于醉酒状态。民
警通过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发现，刘
某在 2013 年 2 月就骑着这辆摩托
车因醉驾被卧龙大队交警查处，
被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并被交
警部门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此
次刘某再次因为醉驾、无证驾驶，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三
年两次醉驾，刘某将会受到更严
厉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马志全 张
宇）一女子因内心受伤，到网络空间寻求精神
慰藉，邂逅一男“富商”，二人遂产生情感共
鸣。“富商”相约“心上人”并抛出 50万见面礼
诱饵，骗走被害人现金。日前，西峡县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将张某批准逮捕。

2014 年 4 月，42 岁的被害人赵某因家庭
关系不睦网聊排解忧怨，认识了一个网名叫

“心的创伤”的网友，对方自称王某，48岁，是
台湾“富商”，任上海某公司总经理，3年前离
了婚。之后，两人多次用电话联系，感情迅速
升温。10 日后，“富商”给被害人赵某打电话
称将坐飞机赴南阳相见，并送其 50 万见面

礼。被害人赵某依据通话中对方电话播报飞
机班次、某酒店固话信息，确信“富商”真的如
约。“富商”让赵某联系其“律师”先办转账再
见面。“律师”以需要手续费、公证费、保证金
为由在两日内、先后4次骗走被害人赵某18.8
万元。之后“富商”与“律师”失联了。被害人
赵某发现被骗报了案。

银行监控显示该款被诈骗团伙中的“马
仔”张某取走。2016年3月16日，西峡县公安
局将刑满释放的张某刑事拘留。5月9日，张
某被西峡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根据张某的供述，团伙主要成员系江西余干
县人，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周勇）一醉汉见酒驾朋友被交警查
获上前“帮忙”，将交警警帽扔在地
上，并抢过执法仪扔进与公路相邻
的高墙内，5 月 2 日，该男子因阻碍
民警执法被处以10日行政拘留，并
处500元罚款。

当日21时，淅川交警在县城新
建路进行夜间酒驾整治，一辆轿车
见到交警后时停时走，形迹可疑，
交警遂示意该车停下，并对驾驶员
梁某进行酒精吹气测试，结果显示
梁某酒精含量为46mg/100ml，涉嫌
酒后驾车，此时，与梁某一起喝酒
的朋友安某见状后上前阻碍交警
对梁某进行处理，将交警警帽扔在
地上，抢过执法仪扔进与公路相邻
的高墙内，随后安某被交警制服并
移交城镇派出所处理。当日，安某
因阻碍民警执法被处以 10 日行政
拘留，并处 500 元罚款。梁某因涉
嫌酒驾被淅川交警处1900元罚款，
记12分，扣证6个月的处罚。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苏永隆
李姚）5月14日上午，镇平县枣园镇枣园村村
民赵某慌慌张张到枣园司法所报称，其妻子
王某在街上劝架时被推倒致伤，现打架双方
均推托不管，妻子还在街上躺着，两个儿子现
在要跟打架者动手。

枣园司法所调解员郭少华在听完情况
后，立即随赵某一起来到枣园街中心十字路
口，只见王某仍躺在地上，打架双方都在推拖
说不是自己碰倒的，此事与自己无关。围观
群众也说没有看清是谁碰倒的，调解员在详
细询问王某病情后，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
将王某送到县医院，然后带两个吵架者到所
里进行询问调解，并在第一时间制作调查笔
录以固定相关证据。

经调查得知，两个吵架者都是枣园村人，
都跟王某认识，一个叫李某，在枣园街十字路

口修自行车，另一个叫杨某，自己的自行车座
坏了去维修，修完后为 10块钱修车费两人发
生口角并互相厮拉，王某看到情况后上去劝
架，因年事以高，腿脚不便，拉架时被撞倒在
地。查清上述情况后，调解员对打架双方做
思想工作，详细讲解了法律规定，同时安抚王
某的儿子不要意气用事，医疗费用打架两人
必须依法承担。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打架
两人愿意一同到医院看望伤者，并平均承担
伤者的所有医疗费用。

17 时，打架双方及伤者的儿子一起去看
望王某，同意让伤者先住医院治疗，王某因腰
椎骨骨裂住院 12 天后出院，共花医疗费
12000 元。5 月 17 日，郭少华得知王某出院
后，便通知赵某及李某到司法所一起做调解
工作，打架双方每人支付8000元，终使纠纷烟
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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