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诈骗陷阱

2016年5月，王赛、王乐等5人在
鹤壁市山城区注册成立了佰优健康
管理中心，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和保
健品，并招募了 4 名员工。他们在街
头发放宣传单，称来店体验光波康复
理疗仪可获得礼品一份。这样的宣
传效果非常好，每天前来体验者有几
百人。体验者临走还可以获赠一个
红色塑料盆。可是10多天过去了，尽
管来体验的人很多，但是定价5980元
的理疗仪却无人购买。

5 人一起商量后，决定改卖保健
品。2016 年 9 月 9 日，山城区很多老
年人在街上收到宣传单，称某酒店三
楼举办老年保健知识讲座，听课者能
免费领取大礼包。

9 月 10 日，200 多名老年人齐聚
山城区某酒店三楼听讲座。授课人
刘丽丽在讲座中推销保健品，并称花
20 元办卡才能听第二天的讲座。第
二天，他们给又来听课的人退
还了 20 元，并每人发

了2粒保健品，称能够治疗高血压、糖
尿病等疾病。讲座结束后，刘丽丽要
求每个到场的老人交 100 元办卡，这
次交钱办卡的有一百五六十人。9月
12 日，王赛、刘丽丽等人以每套 2980
元的价格卖出保健品 30 余套，并有
80 人交了 100 元至 200 元不等的定
金。9 月 12 日当晚，王赛、王乐等人
携款逃往郑州。

过了一段时间，陆续有老年人发
现所谓保健品并没有治疗效果。此
时，有人意识到被骗，遂向鹤壁市公
安局山城分局报案。

2016 年底，王赛被抓获，其余 4
名同伙悉数落网。日前，刘丽丽尚未
归案。

日前，王赛、王
乐等 5 名犯
罪

嫌疑人先后被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办理此案的山城区检察院侦监
科科长徐静提醒说：现在社会上一些
犯罪分子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正
是利用老年人收集社会信息少的弱
点，主动嘘寒问暖，骗取信任后实施
诈骗。所以老年人要注意，莫贪小便
宜，应时刻保持警醒意识，谨防上当
受骗。（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何
芳莉王鼎）

本报讯 近日，利用伪基站群发
短信 150 多万条的犯罪嫌疑人熊
某、张某、李某被洛阳市涧西区人民
检察院以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
罪提起公诉，这是《刑法修正案
（九）》将《刑法》原扰乱无线电通信
管理秩序罪条文中“经责令停止使
用后拒不停止使用，造成严重后果
的”构罪要件修订为“情节严重”后，
洛阳市首例对利用伪基站群发短信
行为以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
起诉。

经审查查明：2016年2月底，被
告人熊某在网上购买一套未取得电
信设备进网许可和无线电发射设备
型号核准的900MHzGSM短信群发
设备（伪基站设备），后未经审批即
于同年4月起伙同其所在的公司的
员工张某、李某驾驶面包车携带该
设备在洛阳市涧西区、西工区等地，
使用中国移动公司通信频率向不特
定人群发广告短信。截至2016年8
月31日，被告人张某、李某正在使用
该设备群发短信被抓获时，共发送
广告短信 150 多万条，共计造成
1509443 个手机用户通信中断。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左小丽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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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交警开展校车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近日，内乡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车管所联合县教育局
对辖区6家校车单位进行了安全
检查。此次共检查校车12辆，并
对所有校车的驾驶员进行了安
全教育，对校车使用单位负责人
提出了认真落实校车安全行车
的要求，切实保障校车乘坐人的
安全。6家单位负责人表示一定
会认真落实各项要求，从源头上
消除安全隐患。（朱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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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身边

结 果

身边的事儿

现年 31岁的刘冰仁（化名）是一名精神
病患者。日前，家住封丘县的刘冰仁在家中
北屋听到其母亲李某的手机铃声响后，去东
屋厨房看到李某正在接电话，李某看到刘冰
仁过来转身时不小心摔倒。刘冰仁感到母
亲李某有事瞒着自己，随即拿起菜板上的菜
刀朝趴在地上的李某头枕部连砍三刀，致使
李某当场死亡。接着，刘冰仁乱砸厨房内的
物品，又到院子内砸坏汽车玻璃和倒车镜、
摔打院子铁门。刘冰仁洗手后拨打 110 电
话报警。经法医鉴定死者李某系被他人用
单刃锐器砍击头部，造成开放性颅脑损伤而
死亡。随后刘冰仁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封
丘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后经河南平原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
鉴定认为，被鉴定人刘冰仁案发时患精神分
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检察机关认为，被
申请人刘冰仁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严重危害

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
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及他
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对其强制医疗。

后另查明，庭审中法定代理人刘某明确
表示自己无能力对刘冰仁进行监管，同意对
刘冰仁强制医疗。

封丘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申请人刘冰
仁系精神病人，其实施暴力行为致人死亡，
虽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相
关证据足以证明其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依
照法律规定，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申请机关
对被申请人刘冰仁实施杀人行为的认定和
对其强制医疗的申请，均依法予以支持。

近日，封丘县法院依法作出强制医疗决
定书，决定对被申请人刘冰仁进行强制医
疗。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郭文涛狄文瑞）

郑州的诚信商行（化名）常年从事包装定
做业务。2015年2月，经过前期洽谈，诚信商
行同辉光公司（化名）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
诚信商行按照辉光公司认可的规格、版面设
计方式为其生产包装袋，合计货款 14.49 万
元，交货时间为收到预付款25天内。双方还
约定，合同签订后，辉光公司先行预付款20%
即2.898万元，余款发货前付清。

合同签订后，辉光公司按约定支付了预
付款2.898万元。25天后，诚信商行如约赶制
出了货物，而辉光公司则以促销活动已结束，
已不再需要为由拒绝拉走货物，也不再继续
支付余下的货款。

为讨个说法，诚信商行多次找到辉光公
司要求协商，却屡遭拒绝。无奈之下，诚信商
行一纸诉状将辉光公司告到了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辉光公司支付余款及按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共计12.36万余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郑州市惠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双方
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原告按
照被告要求的规格、工艺及版式设计等生产包
装袋，双方签订的合同具有加工承揽合同性
质，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在履行加工承揽合同过程中，债务人不履行合
同义务的，债权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
权，而且，原、被告在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了付款

方式为被告余款发货前付清。原告诚信商行
制作完成被告辉光公司预订的货物后多次与
被告工作人员联系发货、付款事宜，被告一直
不支付剩余报酬，系被告构成违约。故原告要
求被告履行合同支付报酬11.592万元及按银
行同期利率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清
楚、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1 月 3 日，惠济区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判令被告辉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报酬115920元，并支付相关利
息。

主审法官提醒，近年来，其审理的有关加
工承揽合同的纠纷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为
双方对于加工数量、价格等约定不明、对商品
质量标准不一及定作方验收时未认真核对等
方面。此外，由于产品定做过程中需要按定
做方要求对产品进行动态调整，由此所产生
的材料费、运输费等费用也往往成了双方的
争议焦点。为此，法官提醒广大市民，在签订
承揽合同前，要注意加强对合作对象资质的
审查，尽量选择那些经营状况良好、商誉较好
的公司进行合作。在随后签订合同时，要在
合同中对于产品的规格、质量、数量、交货时
间等作出明确约定，同时约定风险承担原则，
如调整产品费用、一方违约后赔付的比例及
原则。最后要注意保存加工样品、资金往来
凭证、发货单据等关键证据，以便在纠纷发生
时能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张杰路歌通讯员鲁维佳明勋）

年近八旬的父母没有经济来源，他们
希望儿子每月把赡养费从 50 元上涨至 100
元，没想到此举遭到了儿子胡某和儿媳的
强烈反对。胡某母亲无奈之下找来自己的
三个侄子到家中说和。在调解中，侄子王
某等三人责备胡某及其妻子不孝，双方因
言辞激烈导致拳脚相向。厮打过程中，侄
子王某将胡某的右眼打伤，胡某眼部出现
黑肿症状，随后胡父报警。在民警的调解
下双方同意自行协商解决。胡某眼伤后使
用消炎水一周，眼部不适消失，随后外出打
工。4 个月后，胡某感到眼部干涩、视力模
糊，被医院诊断为右眼球钝挫伤、右眼视网
膜脱落，开始住院治疗，经鉴定评定为八级
伤残。双方事后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达成
协议，胡某将王某等三人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赔偿自己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 20
万余元。

庭审中，王某等三人否认殴打胡某，认
为其眼病是事发后4个月发生的，与自己无
关，请求法院驳回胡某的诉讼请求。胡某
的父亲拄着拐杖亲自出庭为儿子作证，证
明了王某殴打儿子的事实。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
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王某等三人出于善意
到胡某家中调解家庭矛盾引发厮打，从处
警情况、证人证言能够认定在厮打过程中
胡某右眼黑肿的事实。胡某从受伤到视网
膜脱落出现症状长达4个月之久，在该时间
内胡某自己怠于治疗，致使伤情扩大眼部
视网膜脱落，且该期间亦不排除其他致害
原因，故胡某对此应负相应的过错责任。
打架系双方不冷静行为造成，胡某未提交
充分证据证明另外两个表兄弟也参与打
架，故另两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王某的
行为虽未直接导致胡某眼部视网膜脱落，
但结合其前期行为，法院判决王某承担10%
的责任，赔偿胡某1.9万余元。

胡某不服提出上诉。近日，许昌市中
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伟闫兴纳）

利用伪基站群发短信
150多万用户通信中断

精神病男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被强制医疗

免费礼品背后是
打着开展健康讲座的幌子，通过向老年人赠送礼品取得信任

后，开始推销价格昂贵但无任何治疗效果的保健品，短短3天时
间，5名犯罪嫌疑人竟骗了200余名老人。日前，王赛、王乐等5名
犯罪嫌疑人先后被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定做完工拒付款 法院依合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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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出手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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