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记者 李向华"今年
!

月

底! 郑州某高校的
"##

名学生被假招

工骗到广东东莞后!无奈露宿街头!他

们的遭遇!随即被国内媒体刊登!并被

广为转载" 昨日!制造这起事件的
$

名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郑

州市惠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原来!今年
$

月份!中专文化的姚

某租用了郑州联信人才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一间房子! 然后以深圳鑫达辉电

子科技公司人事部经理的名义招收打

工的人!并在街上贴了很多招聘广告!

称介绍招聘一人提成
#%

元"

&

月初的时候! 吕某找到姚某!说

愿意帮其招收暑假打工的大学生!后

来两人商定! 超过
"%%

人每人给吕某

提
'%%

元钱! 再给他配备一台笔记本

电脑" 随后吕某又把薛某介绍给姚某!

说其和郑州某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简

称商专$很熟!可以招收更多的学生!姚

某答应可以给更高的提成%

&

月份!姚

某吕某两人把劳动合同做出! 上面盖

的是姚某私刻的深圳鑫达辉公司的人

事印章" 其实吕某和薛某在看到合同

上的印章后就发现是假的! 但在姚某

高提成的诱惑下! 两人仍继续与其合

作"今年
!

月底!商专放假的时候!吕某

和薛某一共招了
"##

个学生! 收取学

生
(%()%%

元钱" &实际上每个人的费

用用不了
))%

元! 我想着多收的钱路

上吃饭用% '姚某事后说% 这些钱!姚

某雇车花费了
*&(+%

元%

!

月
)*

日下

午
$

点多!姚某(吕某(薛某组织学生上

车! 虽然之前他们承诺带学生去深圳

打工! 因为他们无法在深圳给学生安

排工作!就将学生们拉往东莞% 当学生

们到达东莞后!才发现上了当%

昨日! 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以涉

嫌合同诈骗罪对姚某等
$

人提起公

诉% !线索提供 张新艳 郭彩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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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漯河讯 群众都有哪些

需求) 检察机关为新农村建设应

该做些什么) 日前!带着这些问

题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全体检

察干警深入该区前丁( 靳庄等
$

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零距离倾

听群众新期望(新要求%

该院常务副检察长陈怀耀

说*+老在机关待 ! 眼界确实狭

窄 !今天走一走 (看一看 (听一

听!耳目确实一新 !感受了新农

村的巨大变化(群众向往美好生

活的强烈愿望和村干部带领群

众致富奔小康的热火朝天的干

劲% 作为一名干警!要多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 !以实际行动服

务新农村建设% '目前!该院出台

了&为群众办实事六项承诺'%

!程景恩 王超峰 靳亚丽"

安报讯
)%%

名劳教人员要

奔波
(%%%

多公里从上海被押解

到我省第二劳教所!这中间的难

度让人无法想象% 由于事先策划

周密和检察官的事前和全程实

地监督!他们确保了安全押解%

漯河市检察院驻省第二劳

教所监察室主任王庆中说!押解

之初!他们就在劳教所押解方案

的基础上制订了全程监督方案%

在押解过程中!他们指派两名检

察官实地跟车!对每一个细节进

行监督! 尤其是在劳教人员吃

饭(方便和车辆加油时!更是及

时提醒劳教所干警严加防范!从

而避免了一切不安全押解事故

的发生% !程景恩 李保军"

安报漯河讯!记者 薛 华 通讯员

张 伟"&没有人对我能这么好! 感谢

你们的关怀!我尽快还清欠款% '昨日

上午!位于漯河市源汇区阴阳赵乡境

内的漯河市永宏工贸有限公司院内!

看到执行法官又来看他!感激的话止

不住从张斌的嘴里说了出来% 事情

是这样的* 残疾人张斌是漯河市区

人!家里有一间门面房!前几年提前

收取了刘某的门面房租赁费
$%%%

元!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刘某不再

租赁!门面房也无法出租!张斌须返

还给刘某
(&%%

元钱% 但张斌是安装

有假腿的无业残疾人!妻子也没有工

作!两个孩子又小!家中还奉养着已

*%

多岁的瞎眼奶奶! 租赁费早已补

贴家用花完了! 根本没有钱还给刘

某% 刘某无奈! 将张斌起诉到源汇

区法院 % 法院判决张斌返还刘某

(&%%

元%

今年
$

月
(%

日! 源汇区法院执

行局执行二庭接到了刘某的执行申

请%执行法官程思远对张斌的家境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知道全家仅靠

吃低保生存的张斌偿还
(&%%

元钱确

实有难度% 但法律是公正的!如果此

案不能执行!法律在这里将会大打折

扣!失去严肃性%但若按照法律规定!

强制性地让张斌返还租赁费!势必会

使他全家的生活更加贫困!甚至会将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于是!程思远有

了为张斌找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的打

算%经过近一个月的协调(奔波!他终

于在一家福利企业为张斌谋了一份

差事!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出
(%%

元

钱!用于分期还款% 当张斌得知这些

情况后!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不

顾执行法官的劝解!执意给法院送去

了锦旗表示感谢%申请执行人刘某也

一个劲地盛赞法官真正为民着想%

程思远告诉记者*&虽然执行工

作要求严格执行(严肃执法!但对待

被执行人也需讲究人性化! 追求和

谐!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

!"#$%&'()

押解两百劳教者
检察官全程监督

检察官实地感受
新农村建设

!

安报记者 王建芳

俗话说!吹牛皮不收税% 可是在互

联网上吹牛皮! 却要受到行政处罚%

*

月
&

日!郑州市某机械有限公司因在网

上吹牛皮! 被工商部门认定是夸大宣

传!发布虚假广告!被处
"%%%

元罚款%

公司网上夸海口

近日! 郑州市工商局二七分局五

里堡工商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称!郑州

市某机械有限公司在网上所作的宣传

名不副实% 执法人员查询其网页发现!

该公司在其网页显著位置写着*我公司

多次被国家(省市授予+重合同!守信

誉!全国质量信得过企业'!产品畅销十

几个国家和地区!远销东南亚(中东(俄

罗斯(蒙古(约旦(孟加拉国等地区--

执法人员经过查询发现! 该公司

成立于
)%%*

年
&

月
),

日!到现在不过

短短两个多月!哪里会有国家省市颁发

的那么多荣誉!又哪里会有产品出口那

么多国家)

经过多方调查和耐心教育! 该公

司负责人承认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上述

广告内容均是虚构的!就是为了提高公

司形象!开拓业务% 由于该公司为了提

高知名度! 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虚假广

告!根据我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

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

费者'的规定!郑州市工商局二七分局

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以等额广告

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 消除影

响!并于昨日对当事人正式下达了处罚

决定书!给予罚款
"%%%

元的行政处罚%

网络广告难监管

据了解! 由于互联网有 +海量信

息!多层链接'的技术特点!其传播更快

更广!在一定程度上能跨越时间和地域

的限制!所以!近年来网站网页已经成

为广告信息发布的重要媒介!并且有成

为新宠的趋势% 然而!由于互联网的特

殊性! 它在给广告市场带来海量信息(

快捷搜索和促进销售的同时!也使广告

市场的规范发展面临更多挑战%

+首先是违法网站多!这些网站本

身就有瑕疵!更别说经他们发布的广告

了%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督管理

处一名工作人员说!今年
$

月!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12

在其官方网

站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
"&

家

非法销售药品的网站名单!并通过央视

+

$

0

(&

'晚会对其中
)$

家违法网站进行

了曝光!然而事隔不久!一些被+毙'网

站就+死灰复燃'!问及原因!一位资深

34

人士一语道破* 建立一个网站成本

极低!只需一两千元!而在网络上发布

广告的费用!也远比在报纸或电视等媒

体上发布广告的成本低得多!像一些公

司只需花费少许费用建立自己的网页!

便可以在网页上随意发布广告或广告

性的信息%

另外从技术角度看! 网站向网络

服务运营商申请服务器托管的门槛也

不高!所以!被关闭的违法网站很可能

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对网站合法性

的监管! 和对其发布的广告的审查!都

留有多处空白'%

省消协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广告的管理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问题!涉及多个行政机构!而互联网

作为载体后!更加重了对此类广告的管

理难度!因为其又涉及工业信息部门和

部分互联网服务运营商的利益!管理链

条更加繁琐% !线索提供 赵正银 王 雯"

*+,-. /0 1!"""

安报焦作讯!记者 杨家军 通

讯员 高武剑"兄弟俩想用
"%

万元

真币购买
)%%

万元 +验不出是假

币'的假币!交易后却发现受骗!遂

报警%民警对此事立案后!昨日!对

购买假币的兄弟二人予以刑拘%

李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

子!两人相约见面时!该女子拿出

一沓+假币'让李某看是真是假!李

某发现很像真币%该女子说*+这确

实是假币!但做工非常精细!根本

验不出来是假的%'随后!李某到银

行对所谓的+假币'进行了检验!确

实未验出来是假币% 回家后!李某

将此事告诉了哥哥% 因兄弟两人

开办了一个小厂子资金周转困

难!两人就想购买这样的假币% 于

是!李某联系那名女子!约定用
"%

万元真币购买
)%%

万元的假币%

#

月
$(

日! 兄弟二人辗转多

次到达了和那名女子约定的交易

地点111焦作市某星级大酒店进

行交易% 交易过程中!李某没发觉

什么问题% 交易之后!兄弟二人开

车上了高速公路后打开大提箱进

行检查! 结果发现数沓假币只有

上面第一张和下面最后一张为假

币!中间全是白纸% 兄弟二人随后

报警%

接警之后!焦作市公安局解

放分局刑侦三中队民警迅速出

警处理此案% 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处理之中!但李某兄弟二人

因购买假币被刑事拘留%

购买假币被骗
报警立案被拘

3 !"#$%&'

如何才能更好更及时

地贯彻全省政法系统专题

培训班精神! 昨日"漯河市

委政法委根据该市市委常

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崔新芳

从会议上传回的指示精神"

要求该市政法委率先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

锦涛总书记及周永康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并和该市正

在开展的再掀解放思想新

热潮活动结合"全面加强政

法工作和队伍建设"更好地

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图为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孙

增祥正在主持召开会议$

安报驻马店讯 为了使&大学

习(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在查

摆和整改工作中!遂平县法院针

对活动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

了以查思想(查工作(查能力(查

作风(查制度和看法治理念是否

正确( 看办案的质量是否提高(

看综合素质是否适应司法需求(

看有无徇私枉法钱权交易(看各

项审判执行制度是否以人为本

等为内容的&五查五看 '的查摆

整改活动% !谢军凤"

安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刘学礼"日前!记者从漯河市司法局

了解到! 自
)%%)

年起司法考试制度

实施以来!漯河市参加考试的考生有

(,%)

人!取得资格的有
)%%

人% 其中

去年参考
"%)

人!通过人数为
*(

人!

通过率
)%5'67

居全省之首%

漯河市司法局局长张高峰告诉

记者!近年来!全市的国家司法考试

工作! 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各部门通力配合大力支持!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 !通过 &组织严密 (程序严

谨(标准严格(纪律严明'的工作!达

到了&最权威(最规范(最严密(最廉

洁'的目的% 今年省委政法委又将其

列为全年
(+

项重点工作之一% 目前!

该局成立了领导小组!按要求制定了

工作制度!出台了方案!层层实行责

任制!认真规划!做好考前准备!正以

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作风严阵以待!

确保今年顺利完成考试任务%

安报漯河讯 漯河市源汇区

检察院受理了一起&蹊跷'盗窃

案%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李某到

王某的黄金加工店清洗黄金饰

品% 清洗时!王某故意延长黄金

饰品在盐酸溶液中的浸泡时间!

使金子与盐酸发生化学反应!从

而盗取李某的黄金!而李某在旁

边亲眼目睹了清洗(抛光黄金的

整个过程!却不知自己的黄金已

经&缩水'% !陶铁良 赵蕾"

234!56789:;<=>?@

安报记者 薛 华 通讯员 朱丽曼 摄影报道

盐酸溶解
黄金这样被盗

遂平法院
五查五看促实效

AB

工商部门认为该公司夸大宣传属虚假广告

郑州
!""

余名大学生被骗广
东打工露宿街头一事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