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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读书" #某少年求学

无望的眼神$牵动着法援人的

心 $ 真情换来了他天真的笑

容% &娘$我需要您的爱" #

!"

岁少年迫切的呼唤震碎了法

律援助人的心$正义为他倾注

了世间的温暖%某企业几十名

下岗职工群情激奋的言语$被

法援人无私的奉献化作对党

和政府感谢的肺腑之言%一群

群农民工无助的呻吟变成了

回家过年的年货%一个个天真

烂漫儿童的眼泪化作了天伦

之乐%一位位深受家庭暴力的

妇女脱离了苦海'这一桩桩案

件(一件件事例是法律援助工

作者践行 !三个代表 )的具体

体现 $一封封表扬信 (一面面

锦旗无不表现出党和政府与

人民的鱼水之情'

主动介入!几年来$漯河市

法援工作者共接待信访人员

#$%

人次$ 为
&%%

多人提供了

法律援助$ 有效化解了社会矛

盾' 特别是圆满完成了市政府

指定的多起退休职工养老金(

交通事故赔偿案( 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等重大案件的法律援助

工作$ 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和政府的形象$ 维护了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提高了法

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满

意度和支持度'

定点值班 !

$%%'

年以来 $

漯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职工

法律援助工作站$实行坐班值

日制度 ' 该中心已接待职工

$($%

多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

")

件$为
*'+

多名下岗职工追

回拖欠工资
"%

多万元$ 追回

!三金)

'!%

多万元$ 维护了职

工的合法权益'

关注热点! 漯河市法律援

助中心定期组织法律服务人员

到现场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提

供法律咨询%协同(配合有关部

门定期到农民工集中的建筑行

业(服务行业进行执法检查$维

护农民工的利益$ 同时制定了

一系列便民措施方便农民工申

请法律援助'

*%%'

年以来$该

中心共为
&*%

多名农民工提供

了法律援助$追回工资(赔偿金

!"%

多万元$ 受到广大农民工

的好评'

漯河法律援助工作者把成

功的喜悦化成推动法律援助事

业发展的动力$争得了党政部门

的支持和帮助'漯河市法律援助

中心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

多件$受援人
&%%%

多人$提

供法律服务咨询两万多人次$为

捍卫宪法原则$ 彰显司法公正$

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构建

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图为漯河市司法局局长张

高峰!左一 "和法援中心主任

程卫平!右一"陪同省参事室领

导视察该市法援工作

安报讯 "记者 张书峰 通讯员 白

朝鹏 董建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依

法履行职责$ 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

自己谋取私利'昨日$由登封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原总

经理余保国$因犯受贿罪$被登封市人

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

年'

现年
,&

岁的余保国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任郑州市公路工

程公司
/

全民所有制
0

总经理期间$因

涉嫌受贿罪于今年
,

月被登封市公

安局刑事拘留$

,

月
*"

日被逮捕'

经查$

*++.

年
"

月
*

日$ 余保国

利用担任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总经

理的职务便利$承诺为个体户袁某承

揽工程$收受袁某
*

万元'

*++.

年
(*

月
(

日$余保国又收受袁某价值
(.1#

万元的轿车一辆'

法庭上$ 尽管被告人余保国及

其辩护人辩称* 袁某送给余保国现

金
*

万元是归还借款$ 轿车是余保

国和袁某二人合伙办砖场所用的交

通工具$余保国不构成受贿$但公诉

人以充分扎实并相互印证的证据有

效地证明了余保国收受贿赂的犯罪

事实'

安报许昌讯"记者 谢耀军 实

习生 王少华 通讯员 巧珍 和忠

芦萍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竟利用

职务便利挪用养老基金
!""1"!

万

元'

!!

月
*.

日$许昌市魏都区人

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王伟民( 孙军华有期徒刑
"

年和
#

年'

*++!

年七八月份$ 许昌市邮

政局社会保险办公室原主任王伟

民与时任许昌县农业银行古槐街

分理处主任孙军华$ 利用职务便

利$ 先后
"

次将许昌市邮政局存

放在许昌县农业银行古槐街分理

处的单位养老基金
!""1"!

万元 $

挪给原许昌一大酒店的许某 +已

故,使用$造成该笔资金至今未能

追回'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伟

民(孙军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便利$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数

额巨大且不退还$ 其行为均已构成

挪用公款罪$ 且二被告人在共同犯

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鉴于两

人有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 法院遂

作出上述判决'

安报讯%记者 吴倩 实习生 吴东

锋$假警察和三陪女多次合谋$先后敲

诈
,

名被害人现金共计
*1&.

万 元'昨

日$ 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以被告人田

庆业与陈红霞涉嫌招摇撞骗(抢劫(敲

诈罪将其依法诉至法院'

检察院查明* 自
*++.

年
-

月以

来$ 冒充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民

警的田庆业及刘某+另案处理,与陈红

霞(李某+另案处理,协商$以查卖淫嫖

娼为由$由陈红霞(李某与嫖客发生性

关系$由刘某(田庆业冒充警察+事先

准备好警服(警用装备和警车等物品,

查获后$先将陈红霞(李某放掉$然后

对嫖客罚款$每笔罚款给陈红霞(李某

提成
*+2

'

*++.

年
-

月
!'

日 $ 陈红霞及李

某在郑州市华中食品城附近一都市村

庄租房处$分别与冯某(陈某发生性关

系后$ 被身着警服自称是公安局的田

庆业及刘某查获$后田庆业(刘某威胁

冯某( 陈某要罚款私了$ 否则将其拘

留$冯(陈二人被迫交给刘某(田庆业

现金各
&+++

元'

*++"

年
'

月
!'

日 $ 陈红霞在郑

州市管城区一租房处与魏某发生性关

系$&突然) 又被身着警服自称是公安

局的田庆业及刘某查获$后田庆业(刘

某威胁魏国俊要罚款私了$ 否则将其

拘留$并用电警棍击打魏某$后刘某(

田庆业抢得现金
!*++

元'

*++"

年
'

月
!#

日 $ 陈红霞在郑

州市南曹乡与贾某发生性关系后$被

身着警服自称是公安局的田庆业及刘

某查获$后田庆业(刘某将贾某带到刘

某的车上$ 田庆业用手铐将贾某铐在

车上$刘某用电警棍击打贾某的身体$

逼其说出银行卡密码$ 刘某先后从贾

的银行卡上取走现金
!1.

万元$ 并将

贾某的一部手机(现金
,++

元抢走'事

后$刘某分得现金
!!*++

元$田庆业分

得现金
,*++

元 $ 陈红霞分得
!+++

元'

*++"

年
,

月$陈红霞在郑州市某

租房处$与闫某发生性关系后$被身着

警服自称是公安局的田庆业及刘某查

获$后田庆业(刘某威胁闫某要罚款私

了$否则将其拘留$并用电警棍击打闫

某' 田庆业(刘某抢走闫某现金
'+++

元和手机一部及蓝牙耳机一个'

检察院认为$田庆业伙同他人冒

充警察招摇撞骗$其行为已触犯有关

法律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应以招摇撞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田庆业又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冒充警察$多次以暴力方法抢劫

公私财物$价值数额巨大$应以抢劫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田庆业系一人犯数

罪$应以数罪并罚'

陈红霞伙同他人敲诈公私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也应以敲诈勒索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线索提供 梁刚 顾盈$

!"#$%&'()*

昨日&涉案男女被诉至法院

挪用养老金被工程撂倒

安报讯 因和别人发展婚

外情不成$便想要点&精神损

失费)$ 结果钱拿到后还没暖

热$就被民警逮个正着'

!!

月

**

日$ 王某因涉嫌敲诈勒索

被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今年
&

月份$ 身为有妇

之夫的王某结识有夫之妇张

某$很快二人就搞到一起'

!+

月份$ 张某的丈夫发现妻子

有越轨行为后$ 便极力劝阻

妻子与王某断绝关系' 在丈

夫的耐心劝说下$ 张某答应

了丈夫的请求$ 马上向王某

说明情况$ 希望二人就此分

手'

听到该消息$ 王某顿时

恼羞成怒$ 扬言要致张某和

其丈夫于死地$ 除非答应给

他精神损失费 &破财免灾)'

在王某的逼迫下$ 张某不得

已答应给其
#+++

元'

!+

月中旬$ 双方约定在

郑州市的某银行门口&交易)'

拿到钱的王某还没有来得及

高兴$便被埋伏在旁边的民警

当场抓获'

%康文思$

这个

经理
这俩

主任

偷情不成
恼羞成怒

欲行敲诈
反被起诉

+,-./01

'''漯河市法律援助工作解读

!

安报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继耀 张广庭 丁红侠
!

文图

#河南省优秀法律援助中心$%#漯河

市十佳政法单位&%'人民满意政法单位&(

道不尽漯河法律援助事业创业发展的艰

辛历程)*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全国

老年人维权示范岗&%#河南妇女儿童维权

贡献奖&(讲不完漯河法援为公平正义%为

平民百姓利益不懈追求的故事)#铁肩担

道义(法援为民工&的匾牌浓缩着平民百

姓对为民政府的厚爱)#法援为民(无私奉

献(律法精英(济贫助弱&的锦旗绣出的是

党和政府与人民的鱼水之情,

诸多荣誉(都归于漯河市法律援助中

心,

为宪法原则$为公平正义$面对陌

生的领域和重重困难$漯河市法律援助

工作者义无反顾$把创业的艰辛化作为

困难群体维护权益的动力$把汗水和真

情化成了维护正义后困难群众的笑容'

---为亲情$法律援助工作者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 今年
"

月$漯河市法律

援助工作者奔波十几天$ 行程百余里$

化解了王大娘同
&

个子女
*+

多年的矛

盾$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辛劳成了老大娘

听到喊&娘)后的舒心的笑脸'

---为正义$法律援助工作者挺身

而出$据理力争' 去年冬$孙某夫妻俩顶

着寒风$踏着大雪颤巍巍地走进了漯河

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大门$听着他们悲切

的哭泣$法律援助工作者为天下不肖子

孙而感到羞愧$ 最终法律维护了正义$

为他们讨回了公道'

---为弱者$法律援助工作者热情

服务(无私奉献' 为了
!*

岁天真少年的

杨某$漯河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垫钱数万

元$承受着奔波劳苦和庭审的失败$信守

着对社会的承诺和维护正义的道义$终

于赢得了法律的胜利'

近年来$为了群众的方便$漯河市法

律援助中心历尽千辛万苦$ 用尽万语千

言$风雨兼程$走遍了漯河乡乡镇镇$构建

了漯河市法律援助网络$ 从市区职工(残

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农民工(青少年

等
#

个工作站$到县区(到乡镇(社区
!!.

个工作站的建立运行$并成功同全市人民

调解网络对接$ 实现了资源共享的愿望$

使全市形成了市(县(乡+社区,(村四级法

律援助网络相互联动$兑现了服务快捷便

利的诺言'该中心创造出的漯河经验在今

年
"

月中国(加拿大法律援助研讨会上进

行了交流$得到了中加双方专家的认同'

近年来$为了群众的利益$漯河市法

律援助中心降低了服务门槛$ 设立了农

民工(残疾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 对农民工涉及经济纠纷的一律不审

查其经济状况%对留守儿童(残疾人凡涉

及民事( 刑事案件的$ 一律提供法律援

助%对妇女(儿童(老年人$凡涉及家庭暴

力引发的民事纠纷一律提供法律援助$

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近年来$为了群众的公平$漯河市法

律援助中心设立并开通了监督电话$公

示了法律援助范围(条件(流程和社会承

诺$制定了各种监督制度$规范了漯河法

律援助的行为'

真情铺就法援路

责任铸就法援魂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