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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明确任务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郑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知识系列讲座开讲

安全副校长共上安全课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悦 林栋 实习生 郑泉/文 记者 王富
晓/图）3 月 14 日，河南法制报社和
郑州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郑州市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知识系列讲座
开讲（如图）。河南法制报总编辑
李东红、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郭
跃华与 200 名市、县、区教育局分管
安全工作的人员，局直属学校负责
安全工作的副校长、主任们共同聆
听了该系列讲座的第一课。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
医院监区副监区长耿宁、金水区检
察院未检科检察官宋朵围绕“反校
园欺凌”这一主题，结合自身工作
经验，从学校教育中的底线安全观
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讲起，通过
案例讲解，分析了哪些孩子容易成
为校园暴力的实施者、怎样预防校
园欺凌以及导致孩子走上犯罪道
路的主要原因等。

随后，郭跃华结合目前郑州市
教育系统安全工作形势，传达了省
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通报了新学期春季安全工
作大检查暨“四大攻坚”行动回头
看情况和近期校园暗访情况，并就
下一步学校安全工作提出五点要
求：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化解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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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强化安全教育和管理、强化值
班备勤、强化检查督查。
据了解，随后的讲座将围绕交
通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防溺
水等相关话题，将相关知识传递给
各校安全副校长，再传递给每一名
师生，以实现“安全记心间，法律来
护航”
。

▼3 月 11 日，郑州市金水区
工人第一新村小学举行了消防
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演练中，学
生们弯着腰，掩住口鼻，沿着指
定路线快速撤离。
崔超 文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赵娜）
3 月 12 日，荥阳市召开 2019
年春季学校食品安全暨传染病
防控工作会。会议部署了2019年
春季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荥阳市副市长胡晓林要求，各学校
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青少年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荥阳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周培山就
学校食品安全暨传染病防控工作提
出要求：各单位要确保责任到人、
任务到岗，
确保学生安全饮食、
健康饮食，确保传染病可防
可控，确保广大师生饮食
安全与身体健康。

排查隐患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本报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高慧
恒）3 月 12 日，郑州市中原区
教育体育局组织召开新学期安
全工作会。局属各中小学、
幼儿园分
管安全的副校长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中原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王旭军要
求各部门工作人员树立“一切事故皆可预
防”
“ 隐患就是事故”及“保安全就是保
大局、保生命、保家庭和保自身”的理
念；严格执行安全重大事故报告制
度，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
开展学校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强化
责任追究，尽己所能维
护校园安全。

关注整改
检查幼儿园开学工作

▲3 月 14 日，郑州市绿之声幼儿园开展了“食品安全知
识进校园”
教育活动。郑州经开区明湖食品药品监管所工作
人员通过生活中的实例，
向师生讲解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摄影报道

以案说法

校园
“小霸王”的教训

宋
□朵

东子今年 16 岁，是河南某中专在校学
生。年少的时候，东子被父母送去学武术。
学成归来后，他在学校里打了一两次群架，
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开始怕自己，自己也在
校内变得小有名气。慢慢地，身边的同学
都叫东子为“扛把子”
“ 大哥”，东子很享受
这种感觉。
有一次，东子同宿舍的“好哥们儿”生
病了，没钱看病。东子便向隔壁宿舍的六
个人每人要了十几二十几元钱。虽然东子
声称事后会还钱，
但是碍于东子的
“威严”
，
隔
壁宿舍的同学都不敢向他索要。尝到甜头的
东子变本加厉，在两个月内，先后以凑车费、
买烟、
还分期贷款等理由，
采用言语威胁的方
式向自己同班的 20 多名同学要
“保护费”
。遇
到不愿给钱的，
东子就威胁称“要你好看”。
最终，一名同班同学忍受不了东子的

威胁，把情况报告给了老师并报警。案发
后 ，经 核 实 ，东 子 共 向 同 学 索 要 3000 余 元
钱。东子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惩罚。

☞

年满 16 周岁要承担刑事责任

一些人以为，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
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刑法第十七条规
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
任。”本案中，东子在向他人索要钱财时已年
满 16 周岁，
所以应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刑法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
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
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
十八周岁的人犯
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因不满十六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张琛）3 月 6 日至
3 月 11 日，郑州市二七区教育体
育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工作人员对辖
区内民办幼儿园进行了新学期开学情
况检查，主要检查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
安全及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工作。工作人
员查看了各幼儿园的活动场地、
厨房卫
生、
食堂日常安全检查、
食品留样记
录、
厨具和餐具消毒等情况，
指出
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要求相
关幼儿园立即整改，并将
持续关注整改情况。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或者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监护人加以管教；
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
政府收容教养。
政府收容教养
。

☞ 勿以恶小而为之

本案中的东子，
本案中的东子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校
园“ 小霸王
小霸王”
”，从一开始欠款不还
从一开始欠款不还，
，到最终强
拿硬要，
拿硬要
，东子恃强凌弱
东子恃强凌弱、
、以大欺小
以大欺小、
、逞强好胜
的错误行为，
的错误行为
，
最终发展成了犯罪。
最终发展成了犯罪
。
东子强拿硬要的行为持续了几个月，
东子强拿硬要的行为持续了几个月
，受
害的孩子达 20 余名
余名，
，他们觉得十几二十元钱
是小事
是小
事 ，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
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
。 如果东子
的行为能够及时被发现并得到处理，
的行为能够及时被发现并得到处理
，他也
许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
许就不会走
上犯罪道路。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恶小而为之、
、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善小而不为
。有时候
有时候，
，保护
保护自
自己也是挽
救他人。
救他人
。 （作者单位
作者单位：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
未检科）
未检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