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岁的李某家住遂平县城。2014
年 8 月 16 日晚上，李某到某超市购物
后，行走到商品结算处外面的烤香肠摊
位时，因踩到地上的烤香肠滑倒摔伤，
被 120 接诊后入住遂平县人民医院治
疗。经诊断为：李某右侧髌骨创伤性外
脱位；右髌骨骨折；右膝关节积液并游
离体；右膝外侧半月板前角损伤。花费
医疗费 13428.73元，经鉴定构成伤残八
级。为索要赔偿，李某将某超市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误工
费等共计20万元。

庭审中，某超市一方对李某鉴定级
别持有异议，不予认可，让李某在超市
被烤香肠滑倒的事实提供相关证据证
明，并认为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原告李某
也有错，不应由被告方承担全部责任，
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

近日，遂平县法院审结此案，一审判决超市赔
偿李某各项损失18.8万余元。

遂平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在商场购物消费期
间，被告作为商场管理人，应为到商场消费的顾客
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以保证顾客的人身安全。
本案中，被告未尽到管理义务，致原告在购物消费
后踩到香肠摔倒损伤，致原告人身受到损害，被告
应对原告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70%）。
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商场购物时未
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其自身受到损害亦承担相
应的责任（30%）。遂根据相关法律作出上述判
决。（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陈荣翔
李娟）

本报讯 近年来，社旗县检察院加大财务管
理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了经费保障管理水
平。

积极汇报，争取支持。首先，该院主动向
县委、县政府以及财政等部门汇报、介绍检察
机关工作特点、业务发展客观需求、经费困难
等实际问题，做到检察院与财政等部门常来
往、勤沟通、多协调，督促所需经费足额、及时
落实到位。其次，该院广开渠道，做好预算，争
取财政拨款。他们从实际需要出发，把预算打

满打足，并做到立项有据、理由充分。再次，该
院强化办案，争取案款返还，充分运用办案赃
款返还政策，多办案、多上缴、多返还。最后，
该院积极申请，争取上级补助。

科学管理，勤俭持检。该院做好单位固定
资产账管理，对全院固定资产进行逐级分类登
记造册，录入微机监控系统，明确固定资产的
采购、使用、变动及报废等关键程序；进一步完
善、明确各部门固定资产及每件物品的直接责
任人，实现了全院国有固定资产动态化、规范

化、精细化管理。该院压缩各种不必要的办公
开支，规范车辆管理。

加强财务工作规范化。在“收支两条线”
的基础上，该院把预算制定、预算支出和固
定资产管理做实做细；结合全院机关包干经
费运行情况，完善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实行
人员经费包干、超支自负，突出重点工作和
重点开支项目，合理安排经费支出，从严控
经费使用。

（李文彦 邱胜武）

本报讯“现在兴起的通过微信发放红包和
通过客户端送礼品券的方式，也属于行贿受贿
行为，受贿金额按照所收受红包或礼品券的金
额计算。”这是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在给辖区
干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教育的开场白。与以
往不同的是，此次预防课主要针对的是隐身的
腐败行为。

该院在今年的执法办案中发现，时下兴起
的微信红包和电子礼品券已经成为当下行贿、

受贿的新形式。通过上述方式，行贿者和受贿
者不需要见面，也不需要通过银行或其他商业
机构即可完成。行贿、受贿方式较以往更加隐
蔽，也更加方便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利用这一
隐身外衣进行腐败活动。

鉴于此，该院预防干警，专门针对微信、网
络犯罪等“隐身腐败”开展此次专题预防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打消潜在犯罪分子可能存在的
侥幸心理。该院干警在预防课上强调，虽然此

种犯罪表面上具有隐身特征，但其实质还是行
贿、受贿行为，而且由于它是在网上进行，更易
于获取相应的转账书证，便于检察机关进行案
件侦办。

日前，该院已多次为辖区干部开展“隐身”
腐败预防课。“你们这堂课，很及时也很必要，
让我受益匪浅啊。”一位听课的辖区干部如是
说。

（胡皓）

本报讯 许昌市魏都区国税局
自助办税服务厅已于 7月 4日起正
式投入使用。该自助办税服务厅位
于大同街与清洁巷交叉口往西 10
米路北，交通便利，辐射范围广。自
助办税服务厅设置有ARM自助办
税终端，共7台。

营改增之后，有大量的纳税人
由地税管辖转为国税管辖，该局税
源管理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市9个税
源管理单位总户数的近4成。办税
服务厅作为区国税局面向纳税人提
供服务的窗口，工作任务也与日俱
增，纳税人对其服务水平也有了更
高的要求。ARM自助办税终端的
投入使用，将有效解决纳税人长时
间等候、排队拥挤等问题，该自助办
税终端主要为纳税人提供定额发票
领用、增值税发票领用、发票代开、
发票即领即用、增值税发票认证等
服务。

自助办税服务厅作为传统办税
服务厅的延伸和补充，将实行24小
时全天候开放，打破了以往办税服
务的时间限制，纳税人可以选择任
意时间前来办税，更加便民利民。
另外，正常工作时间，自助办税厅内
还有税务人员为自助办税的纳税人
提供操作辅导及政策咨询。这次投
入的自助办税设备可提供办理的业
务涵盖了纳税人日常办理的常见业
务类型，提高了办税效率，使纳税人
有了多样化的办税选择，优化了纳
税人办税体验。（黄军强史浩锋）

本报讯（记者 郭富昌 通讯员
乔占领 王彩霞）为保障扶贫政策和
扶贫资金真正惠及贫困地区和贫
困群众，近日，洛阳市检察院、洛阳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召开集中整治
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
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全市范围
内联合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
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
工作。

会议提出，落实阳光扶贫、廉
洁扶贫，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最
大效益是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洛阳在扶
贫工作中积极探索廉洁扶贫规律，
形成了具有洛阳特色的管理机制
体制，仅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就立案
查处“三农”资金拨付环节的贪污、
挪用犯罪56件98人。

会议传达了洛阳市检察院和
市扶贫办联合下发的《集中整治和
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
工作方案》，并决定从今年1月起至
2020年12月，在全市联合开展为期
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
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会议要求，这次专项工作要做
到“三个紧盯”：紧盯重点领域，即
市委根据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五个一批”工程，结合实际，提出
的坚持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十一项
工程”；紧盯重点环节，即始终把扶
贫资金和扶贫项目作为重点；紧盯
重点地区，即栾川、嵩县、汝阳、洛
宁、宜阳、伊川等6个全市脱贫攻坚

“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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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国税局
自助办税服务厅

24小时全天候开放

社旗县检察院：加大财务管理力度 提高经费保障管理水平

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教育剑指隐身的腐败

2012年8月27日，浚县法院对耿某
与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杨某偿
还耿某借款 6万元。判决书生效后，杨
某未履行还款义务。2014年6月23日，
浚县法院受理耿某申请强制执行一案，
对杨某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杨某
限期履行义务。

2015年2月17日，杨某与耿某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耿某同意：

由杨某于 2015年 3月 19日之前给付耿
某现金6.13万元（包括1300元诉讼费）；
如杨某不按上述日期支付清，则耿某有
权恢复原判决书执行。然而双方约定
的期限到期后，杨某仍未按执行和解协
议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2016 年 2 月
17日，杨某将资金用于修建自家楼房而
不履行还款的义务。

2016年3月10日，耿某申请恢复执
行，浚县法院于2016年3月16日向杨某
送达执行通知书，再次责令其三日内履

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后，杨某
仍拒不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昨日,浚县法院以杨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法院认为，杨某对人民法院的生效
民事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
严重，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故作出
上述判决。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孙凤龙）

梁某于 2013 年 6 月承包某小区三
栋楼的水电安装工程，2014年年底工程
完工。施工期间，梁某陆续雇用运某等
32名工人。工程完工后，梁某得到了合
同约定的工程款，但在运某等工人要
求梁某支付劳动报酬时，梁某拒绝支
付。

2015年 2月，运某等人到南乐县劳
动局投诉。劳动局先后两次对梁某下
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
求其限期支付工资，但是梁某仍拒绝支
付。同年7月30日，梁某到南乐县劳动

局与工人核对账目后，到公安机关说明
情况，但仍不支付工人工资。随后，公
安机关对梁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立
案侦查。数月后，梁某亲属代其支付拖
欠工人工资共计 9 万余元。2016 年 4
月，南乐县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梁某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南乐县法院提
起公诉。

近日，南乐县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
梁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
徒刑 6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梁某有能力支付
但拒绝支付劳动者报酬，且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梁
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
公诉机关认定为自首的意见予以支
持。鉴于梁某系自首，确有悔罪表现，
且在提起公诉前其近亲属已代为支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依法可予以从轻处
罚。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张晓丽蔡民起）

超市购物摔残 获赔18万余元

有钱盖楼也不还款法院判其拒不执行判决罪

包工头恶意欠薪法院判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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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集中整治

斩断伸向扶贫的黑手

他
们
因
不
诚
信
获
刑

身边的事儿

身边的事儿

结 果

结 果

法理解析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