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县法院重拳打击农村盗窃团伙

安报讯 在打击!两抢一盗"犯罪

活动中#范县法院结合大部分辖区在

农村的特点#始终保持对农村盗窃团

伙的高压打击态势$ 截止目前#范县

法院审理农村盗窃案件
!

件#依法打

击了农村盗窃团伙的嚣张气焰#为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治安环境$

!

李建军 范甫娟
"

以人为本 关注弱势群体

安报讯 鄢陵县法院审理张聪

诉杨某追索抚养费一案中# 了解到

张聪的父母离婚# 张聪随父亲和奶

奶生活#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院长时

颖在了解案情后# 要求此案尽快以

调解方式结案$ 时院长对在场的法

官们说 % !办案不能满足于案结事

了#要注重社会效果#尽我们最大力

量去关注弱势群体$ " !时文英"

儿子杀害母亲被判刑十年

安报讯
"##$

年
%%

月
&

日晚#郑

保林因琐事与其母亲马玉梅发生争

吵#郑将其母亲马玉梅殴打致死$ 因

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是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人#可以从轻处罚$ 鄢陵县人民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杀害其亲生母

亲的郑保林判处有期徒刑
%#

年$

!曹惠玲 欧阳新中"

送法预防犯罪见成效
安报讯 登封市检察院反贪局连

年来采取送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预

防职务犯罪#取得很好效果#职务犯

罪普遍下降$

!

孙宗泽 韩少峰
"

潢川县法院积极做好未成年人犯

罪的帮教工作
安报讯 在打击!两抢一盗"犯罪

活动中#潢川县法院针对未成年被告

人的生理和心理发育不健全&主观恶

性不深和可塑性大的特点# 创立了

!两个依法#三个帮助"的审判方法#

把教育功能和审判职能有机融合#达

到惩戒与挽救的双重目的$

!张振芳 李智勇"

禹州市法院依法从重从快审结

#两抢一盗$ 案件

安报讯 为迅速打掉!两抢一盗"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此类案件

发案上升的势头# 维护社会安定#禹

州市法院坚持!普通程序认罪案件简

化审#简易案件快速审"的原则#依法

从重从快审理!两抢一盗"案件#进一

步提高了审判效率$

!徐晓勇 王宏伟"

%我上访这么多年&没有遇见过像

你对我这么好的人$

安报讯 今年
'

月#老上访户陈金

萍的案件#被分到了荥阳检察院反渎

局#这个案件谁见了都头疼#可是科

长郑艳红却不这样看#她认为作为一

个老百姓# 上访肯定有她的道理#郑

科长一次次与她通电话沟通#每一次

调查取证都及时和她沟通#最后她感

动地说%!我上访这么多年#没有遇见

过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 "

!郭恒发 王爱军"

驻所检察实行%五查五看$制度
安报讯 近日#柘城县检察院驻看

守所#实行!五查五看"制度#即查换

押证情况# 看有无超期羁押问题'查

伙食账目#看有无克扣在押人员伙食

费现象'查收押健康登记情况#看有

无患有严重疾病收押的'查禁闲审批

情况# 看有无违法管教行为发生'查

劳动情况#看有无超时间超强度的体

力劳动$ !贺贯军 张凤丽"

固始县检察院控申科进上访户家

听取问题
安报讯 固始县检察院控申科为

减少涉检信访#深入老上访户家中#认

真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 及时研究解

决问题的办法#积极为其释疑解惑&排

忧解难#取得明显效果$ !吴显强"

长葛法院以人为本刑附民案件调

解结案促和谐
安报讯 长葛法院在对 !两抢一

盗"等刑事犯罪坚持!严打"的同时#

坚持!宽严相济#以人为本"的审判原

则#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有罪的被告

人&有激烈对抗情绪的受害人与致害

方家属和当事人眼中的!大案"以及

因邻里纠纷产生的打架互殴致伤案

件#采取教化&弱化&小化&和谐化等

措施和巧妙有效的调解方法$

!薛彩琴 武保周"

固始县检察院

探索处理涉检信访新途径

安报讯 固始县检察院把涉检信

访工作作为全院的中心工作#积极探

索处理涉检信访新途径#把源头预防

涉检信访问题融入整个检察工作#切

实做到及早预防和妥善处理涉检信

访问题$ !吴显强"

襄县法院刑事庭

把握%五好$用心办案

安报讯 襄县法院刑事庭 把握

!五好" 使每案都得到最佳处理%把

握好检察官调解与法官调解的关

系# 把握好预设结果与调解结果的

关系# 把握好调解结果与刑事判决

的关系# 把握好诉讼调解与人民调

解的关系# 把握好调解时机与正常

工作的关系$

!张雅芳 方军义"

警惕刑事办案%雷区$&确保案件

质量

安报讯 今年以来#柘城县检察院

在刑事办案实践中#总结&归纳为八

个办案!雷区"%一是警惕伤害案件中

的伤情鉴定结论'二是警惕财产型案

件中的赃物折价'三是警惕未成年人

案件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四是警惕共

同犯罪中的所起作用'五是警惕精神

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六是警惕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七是警惕固定

证据'八是警惕案件的追诉实效$

!刘素勤"

内乡检察院积极构筑大预防格局

安报讯 为构筑大预防格局&达到

预防犯罪的目的#近日#内乡县检察

院预防职务犯罪科针对工程招投标

过程中极易出现的暗箱操作现象#科

学决策#精密部署#组织干警深入全

县
%%

个建筑部门和城建部门# 及时

选派干警参与工程招投标#充分发挥

检察监督职能$

!符永旺 李晓平"

鄢陵县法院三项措施

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安报讯 近年来#鄢陵县法院根据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努力构建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

犯罪防控体系#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犯罪

率和重新犯罪率均有所下降$ 一是注

重庭前教育' 二是注重庭后帮教'三

是注重庭外教育$

!曹惠玲 欧阳新中"

新蔡法院积极组织法官培训迎接

打击%两抢一盗$审判高峰的到来

安报讯 新蔡县人民法院根据公

安立案和检察院批捕情况#

(

月大量

!两抢一盗"案件将移送法院$ 法院党

组从全院抽调三名业务精&专业理论

水平高的同志充实到刑事审判队伍#

并进行专门培训#为!两抢一盗"案件

高峰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

!胡 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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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警服#肩扛警衔#证件一应

俱全#曾经是!上尉军官"#现在是!二

级警司"# 掌握执法单位人员编制#既

能办文凭也能安排工作((

这一切都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导

演的一出闹剧#先后有
%#

名男女青年

怀着端 !铁饭碗" 的梦想# 被骗现金

%)''#

元$不过#骗局最终被揭穿#骗子

受到应有的惩罚$

认识%贵人$

小杨已经
"(

岁了#在洛阳市一个

卖水果饮料的小店打工# 日子虽然清

苦倒也平静# 但自打他认识了一位姓

刘的!警察大哥"之后#他的生活不再

那么平静如常# 不但丢了水果店的工

作#还花
!###

元买来一个教训$

"##$

年
*

月的一天# 小杨正忙#

一个身穿警服#肩上扛着!一杠两星"&

胸前挂着!执法证"&手里拿着对讲机

的黑瘦男人来店里买绿茶$ 此后接连

几天#!警察大哥"时常到此买东西#出

手很大方#小杨对他充满了敬仰$

同年
*

月
"#

日中午#!警察大哥"

又来买东西# 这次他坐下和小杨拉起

家常来$从!警察大哥"的口中#小杨得

知#这位!警察大哥"姓刘#是市劳动监

察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公安&城管等执

法部门的人员编制$说着说着#刘大哥

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便压低嗓音对

小杨说# 最近正在忙录用公务员的工

作#还剩最后两个名额#问小杨是否愿

意到执法部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小

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赶忙答

应!中&中"$

刘大哥说小杨学历不够# 让小杨

拿
%*##

元钱办假学历# 拿
"*##

元钱

到省里审批名额$

当天下午#小杨就按要求把
%*##

元钱和自己的毕业证复印件&

"

寸照片

交给刘大哥$两天后#刘大哥拿来一张

!政审表"让小杨填#小杨再次给刘大

哥
"*##

元$刘大哥则发给小杨一套春

秋警服&一件短袖警用衬衣#让他照相

办工作证用$之后#刘大哥又以请客等

理由一次次向小杨要了
*##

元&

$##

元不等$

"##$

年
(

月份#小杨被刘大哥安

排到某网吧去!实习"$ 同时#小杨的一

些朋友也都得到刘大哥安排工作的许

诺$ 刘大哥分别以考试费&培训费&活

动经费等名义向他们收取了少则
&##

元#多则
"###

元的各种费用$

程序%严密$

"##$

年
(

月底的一天#刘大哥给

小杨等人各送来一本 )治安管理处罚

法*和一份!准考证"#要求他们抓紧时

间背会#

$

月
'

日到警校参加统一考

试$

$

月
"

日#离考试只剩下两天了#

小杨已经复习得头昏脑涨$正在此时#

刘大哥又打来电话说# 要想确保考试

过关# 每人交
*##

元# 可以破例进行

!开卷考试"$ 后来#刘大哥很快给他送

来了一份试卷和答案$卷子做完之后#

小杨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刘大哥把

他转成了公务员# 需要再交
%###

元#

小杨立即照办$

考试结束后# 刘大哥又把小杨等

%#

人带到一家个体诊所# 对他们进行

体检$ 为此#他们每人交了
"'#

元!体

检费"$

之后# 小杨等人接到了刘大哥的

通知#让他们到!训练基地"进行集训$

到了以后#刘大哥给了小杨一个!执法

证"#上面写明小杨是!市公安局经侦

二科"的!三级警司"#看着自己穿警服

的照片#小杨激动了好一会儿#忙挂在

自己的胸前# 其他年轻人不由地 !啧

啧"赞叹$ 随即#刘大哥向其他人宣布#

自己负责这次训练并任!教官"#小杨

是这次训练的!副教官"$ 训练的内容

无非是走走队列而已# 但想到马上要

穿上警服&坐着警车在马路上巡逻#这

帮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卖力$没过几天#

刘大哥说把小杨调到了 !反扒队"#因

为!工作调整"就把小杨的!执法证"收

回了$

骗局揭穿

"##$

年
$

月底的一天#这群年轻

人都接到了巡警队的电话# 本以为是

通知自己到巡警队上班# 可他们到了

巡警队之后才知道# 巡警队接到群众

举报# 抓获了一名涉嫌冒充警察的犯

罪嫌疑人# 这人正是给他们安排工作

的刘大哥$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这位所谓

手握执法人员编制的!二级警司"刘科

长也现出了原形+++他不是警察#更

不是科长#掌握执法部门人员编制&安

排工作都是无稽之谈$ 刘某原籍黑龙

江#

"##&

年
$

月曾因敲诈勒索&招摇撞

骗被原籍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

年#

"##$

年
%

月刚刑满释放$ 对行骗的目

的# 刘某说自己刑满释放后来洛阳打

工#嫌太累&挣钱太慢#便想出冒充警

察的点子骗钱$

为此# 他通过街头小广告找到办

假证的# 用假名字先后制作了退伍军

官证&身份证&驾驶证&执法证&工作证

等假证件# 又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警

服&肩章&警衔及对讲机等大量警用物

品# 以安排工作为名向受害人收取各

种费用$ 他安排考试&体检&训练都是

为了不引起怀疑# 而且受害人见他身

穿警服# 也没有人对他的警察身份表

示过怀疑$ 至此#小杨等
%#

人共被他

骗取
%)''#

元$

公诉机关以招摇撞骗罪向洛阳市

涧西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

后认为# 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招摇撞

骗罪#且是累犯$法院最后判处其有期

徒刑
*

年$

安报讯 !记者 程玉成 通讯

员 郁发顺"尉氏县一名面包车司

机赵某# 醉酒后在周口市区驾车

撞倒一名老太太后不仅不停车予

以抢救#反而驾车狂奔#还竟然与

闻警而到的周口巡警展开飙车绝

技#一路奔逃
*

公里多仍未逃脱$

被抓后#醉酒司机说#别追啦#技

不如人#我认栽#铐上我吧, 昨日

上午# 醉酒司机赵某被周口交警

部门治安拘留$

(

月
)

日晚
!

时许# 周口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一大队巡逻民

警刘昂&冯立东驾驶
%

号巡逻车#

在市区建设路执勤巡逻# 当行至

建设路中段周口市包装机械厂门

口附近时#接一女士报警#称有一

辆白色面包车撞倒一位
(#

多岁

的老太太后#不仅没停#反而驾车

沿建设路向西狂奔$ 两名巡逻民

警简单了解情况后# 一边安排报

警群众拨打
%"#

急救电话对老太

太实行抢救# 一面立即驾驶巡逻

警车沿建设路迅速向西搜寻$ 当

搜寻到市区建设路和中州路交叉

口北
*##

米处时# 发现一辆白色

五菱面包车# 极像报警人反映的

肇事车辆#形迹十分可疑$

正在一路奔逃的面包车司机

看到闪着警灯& 拉着警报的警车

后#更加疯狂#不顾街面行人#继

续加速向北逃窜$!一定要给老太

太一个说法# 决不能让肇事者跑

掉,"见此情景#巡逻民警刘昂&冯

立东驾车猛追不舍# 并与肇事司

机展开驾驶技术大比拼# 连拐
'

个急转弯#一路追击
*

公里多#追

至市区城郊接合部才强行将肇事

嫌疑车辆拦下# 并迅速将肇事司

机控制$

经讯问#肇事司机赵某#尉氏

县人# 因来周口看望朋友一时高

兴喝多了酒#现在悔恨不已$

安报讯 !记者 陈建章 通

讯员 陶森林 李伦达 " 病人

原想节约点看病钱#没想到钱

没少花还落下痛苦'中医大胆

!越位" 治骨折# 病没治好却

惹来法院 !到位 "的判决 $ 近

日#新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医

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依法判决

被告中医刘某赔偿原告潘某

因医疗损害所受经济损失的

$#!

即
%'$%%+*

元 # 另给付原

告精神抚慰金
%*##

元$

"##(

年
%%

月
$

日# 潘某

骑摩托车不慎摔伤左腿#当即

到新县人民医院拍片检查#被

诊断为左股骨中下段粉碎性

骨折$ 为节约点医疗费#便到

刘某的医疗点求医$ 经协商#

刘某对潘某采用中医手法复

位夹板固定法予以治疗#拆板

一段时间后发现骨折没完全

愈合# 又再次进行夹板固定$

"##$

年
)

月
&

日
,

刘某在新

县人民医院拍片检查#发现骨

折处仍未完全愈合#心中分外

着急#于是赶到洛阳正骨医院

住院治疗
"#

天$回家后#潘某

愈想愈来气#便将刘某告上法

庭$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被告

刘某执业范围为中医内科#治

疗骨折不在其被批准从事的

执业范围内$

法院认为#刘某在不具备

治疗资质及治疗条件的情况

下勉强接受潘某并对其予以

治疗#导致其病情未能得到有

效医治#对潘某的损失部分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潘某明

知刘某不具备治疗的相关条

件仍要求刘某为自己治疗#也

应承担部分责任#故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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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治骨折
中医受惩罚

飙车输给民警
醉酒司机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