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滨邀请廉政监督员评议案件
安报讯 在 !大学习 "大讨论 #活

动中$淮滨法院邀请廉政监督员旁听
重大案件庭审$对审判执行工作进行
全方位监督% 该院还组织廉政监督员
在庭后进行讨论$就庭审作风"法官
驾驭庭审能力等方面进行评议$倾听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收到良好的社会
效果% !刘瑞刚 蔡阳"

多措并举推进打击#两抢一盗$工作
安报讯 淇县检察院采取有力措

施强力推进打击!两抢一盗#工作&一
是公诉科全体成员没有节假日"星期
天$对!两抢一盗#案件快审快结'二
是组织宣传小分队$ 深入厂矿企业"

田间地头广泛宣传'三是提前介入公
安机关$对所有进入司法程序的!两
抢一盗#案件提前审查'四是提前与
法院沟通$对所有!两抢一盗#案件快
审快判% !永军 赵静"

清丰县法院
进一步推进司法警察工作规范化

安报讯 警务工作是否安全"扎实"

有效$直接关乎法院工作全局%

!""#

年
以来$清丰县法院高度重视司法警察安
全保卫工作$探索新措施"新机制"新路
子$切实做到了人员"资金"设备"措施
四到位$被省高院评为司法警察工作先
进单位% !谢振超 王华强"

淮滨县检察院严格制度从严治警
安报讯 近年来$ 淮滨县检察院

着眼于提高法警素质$ 严格规章制
度$始终做到思想认识到位"训练时
间到位"物质保障到位$严格做到工
作有标准$执行有力度$办案有保证$

实现了办案安全工作连续
$%

年无违
法"无违纪"无事故% !蔡森 吕纪斌"

清丰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三个注重&展现新形象

安报讯 清丰县法院司法警察大
队面对当前!执行难#的局面$充分发
挥司法警察的作用$以!三个注重#展
现出新的形象% 一是注重提高纪律性
和组织性% 二是注重把握!参与执行#

的尺度$与执行法官协同作战% 三是
注重及时妥善的处理执行中的突发
事件% !谢振超 韦龙宾 董丽红"

信阳平桥区法院加强审判廉政监督
安报讯 信阳市平桥区法院实行

执法廉政监督制度$针对办案人员办
理案件时容易出现收" 借当事人钱
物$审判"执行作风纪律不佳及其他
损害法院形象等违法违纪现象制定
监督卡$统一编号$有效加强了审判
管理$促进了队伍建设% !张明丽"

清丰县法院强化法警培训工作
安报讯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

警队伍$ 清丰县法院始终把训练作为
加强法警队伍全面建设的战略举措并
提出了 !向训练要警力$ 向训练要素
质$向训练要效率#的要求$从多个方
面强化了培训$ 全面提高法警队伍履
行职责的能力% !谢振超 董丽红"

讹人成瘾走上抢劫路
安报讯 近日$淇县检察院受理了

一起抢劫
&%

元钱$ 被判
'

年刑的案
件%被告人董某在学生时期$养成了讹
诈小学生钱财的不良嗜好%于

!%%(

年
#

月份的一天$ 董某再次遇见三名初
中学生$顿生歹意$使用暴力和胁迫的
手段共劫取三名被害人共

$%

元钱$最
终被判刑% !赵静 平伟"

清丰县法院召开%三新&专题研究会
安报讯

$%

月
'%

日$清丰县法院
召开!三新#大讨论活动专题研究会$

研究确定了本院发展和需要关注的
工作重点$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及采取的措施% !董丽红"

空调安装不适当 侵扰邻里应拆除
安报讯 张某与李某系一墙之隔

的邻居$

!%%'

年李某家购买一台空调$

将空调室外机安装在张某主卧室窗外$

使用空调时$强烈的噪音严重影响了张
某的正常休息%张某多次与李某协商无
果$无奈诉至鹤壁山城区法院$请求将
空调室外机拆除%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
的诉讼请求%

!

许付强 王丽君
"

实行悔罪书制度
较快推进司法诉讼进程

安报讯
!%%(

年以来$息县检察院
注重探索与实践$ 在办案中尝试推行
悔罪书制度% 悔罪书不仅如实地反映
犯罪事实$ 而且人性化地抵制了外界
干扰$ 确保了案件在最短的法定时间
内得以诉讼终结% !树山 钱勇 余杰"

南乐县法院巧用%说情风&

安报讯 提起 !说情风 #$有的胆
怯$有的回避$而南乐县法院正是抓
住这一点$让!说情者#大大方方!走
进#法院$体体面面出来!说情#$调处
了一大批民事纠纷$既节约了法院的
办案成本$ 又能促成案件的调解解
决$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冯利敏"

商城县检察院细化制度抓控申
安报讯 商城县检察院细化

$$

项
规章制度$开创控申工作新路子&从坐
等信访向深入乡镇主动巡回接待转
变' 从单纯接待来信来访向开展举报
和法制宣传教育等多功能转变' 从注
重信访情况分析向深入调查研究和解
决问题转变'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工作
效率% !胡正凤 张超胜 叶虎"

顺手牵羊盗窃 未过两月被捉
安报讯 去年

)

月的一天$ 固始县

分水亭乡农民张某窜至余某家中$以打
电话为名偷走余某钱包$ 内装

!%$%

元
现金后外逃$于同年

#

月被抓捕% 近日$

固始县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有期徒
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

元%

!

吕志豪
"

法官义助外省学童
安报讯

!%%(

年
#

月
!*

日$许昌
市魏都区法院院长收到了一封来自
山西的感谢信$写信人是山西省太谷
县北郭村的薛宝兰% 在信中$她除了
感谢执行法官工作认真负责之外$还
道出了一个!秘密#&在执行案件的过
程中$执行法官曾自掏腰包给她这个
贫困家庭救急% !芦萍"

管好监外罪犯 力促社会和谐
安报讯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积

极开展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整治
活动$对辖区

!""

余名监外执行罪犯
服刑和监管情况逐一核查$督促相关
部门对漏管的

!'

名监外执行罪犯监
管工作进行整改$ 完善监管档案$确
定责任人$明确监管任务% !张孟剑"

支付彩礼为订婚婚约解除应返还
安报讯 王某和李某二人自小订

立婚约$按农村风俗男方给女方
'"""

元彩礼款$后因为某些原因$李某提出
解除婚约$ 双方就彩礼款是否应返还
问题产生了争议%目前$南乐县法院民
一庭已调解结案并执行$ 李某当庭返
还王某彩礼款

'"""

元% !冯利敏"

姓名生意彼此相同 误收货款应当返还
安报讯 因与他人同名同姓$ 家住

许昌市的张红卫便将漯河市某公司汇
给另一个张红卫的一万多元货款据为
己有$拒不退还%今日$许昌市魏都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依
法判决张红卫返还漯河市某公司现金
&!+&!

元及利息% !芦萍 明江"

所雇司机出事故雇主担责理应当
安报讯 王某雇用李某为自己的

货车司机%

!""(

年
!

月
#

日$李某驾驶
运输车为王某运货时与赵某驾驶的摩
托车相撞$造成赵某车毁人伤$在协商
无果的情况下$赵某将司机李某"车主
王某一并告上了法庭%南乐县法院判处
车主王某赔偿赵某各项损失的

#",

$宣
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 !冯利敏"

清丰县法院%三不忘&促文明审判
安报讯 清丰县法院树立文明执

法意识$倡导文明审判活动$做到了
!三个不忘#&一是树立文明意识不忘
本职工作$ 二是服务社会不忘责任$

三是展示文化内涵不忘思想教育%

!赵彦景 董丽红"

市民家客厅中搭起审判台
安报讯

#

月
!!

日上午$ 许昌市
区五一路鸿业花园$在居民于某家中
约

!%

平方米的客厅内$ 许昌市魏都

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用门板搭起审判
台$ 开庭审理一起有关居民通风"采
光权的案件% !芦萍"

荥阳市法院实行信访工作新机制
安报讯 荥阳市法院在信访工作

中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涉法信访
处理机制$ 即建立专职信访接待"协
调员制度$实行院长预约接待和层层
包案"强化信访责任制$实行一案一
卡跟踪排查制$建立回访制$信访工
作效果显著$被河南省高院评为信访
稳定先进单位% !刘炳发"

攀高盗窃行径败露 持刀威胁转为抢劫
安报讯 小偷酒后徒手攀爬居民楼

入室行窃$行径败露后竟持刀威胁房主$

结果从盗贼变成了劫匪%

!%%(

年
#

月
!!

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李
洪阳有期徒刑十年% !芦萍 荣胜"

%学艺不当&被判刑
安报讯 近日$ 淇县检察院受理

了一起团伙抢劫盗窃案$ 被告人王
某通过熟人介绍 $为 !赚大钱 #加入
了以周某为首的盗窃团伙$ 在其第
一次参加盗窃电动车的活动中 $被
告人王某承担在一旁望风的 !重要
任#务$案发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该
院经审查$ 以王某等人涉嫌盗窃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华才 报胜"

许昌魏都法院%无袍法官&为审判提速
安报讯 人民陪审员被称之为不

穿法袍的法官%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为
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 !无袍法官#的
作用$在选任"培训"使用上扎实落实
(人民陪审员制度)% 在选任陪审员
时$除平衡不同职业外$主要对备选
人的文化素质"法律素养"社会阅历"

道德水准等方面进行考查% !芦萍"

襄城县法院五项措施入村帮建和谐家园
安报讯 襄城县法院从

#

月开始$

派出
(

名班子成员在内的
**

名干警
深入到两个乡镇

**

个行政村$ 采取
五项措施$开展为期半年的!入村帮
建和谐家园#活动% 一是开展案件回
访'二是开展入户走访'三是开展纠
纷调处'四是开展法制教育'五是开
展结对帮扶% !张雅芳 李冰"

合同无效 双方各有责
安报讯 日前$ 鹤壁市山城区法

院审结一起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案件%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以集体土地使
用权与原告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
同$用以联合开发商住小区$该合同
应属无效合同% 对于所遭受的损失$

因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并据此判决原" 被告各承担
)%,

的利息损失% !山成"

筹建救助基金解决特困群体申请执行案件
安报讯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积极

筹集救助基金解决部分特困群体申请
执行案件$截至今年

+

月底$已向
(

起
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累计发放救助基金
'-)

万余元%他们通过干警捐助"申请财
政拨付等方式多方筹集资金$并及时向
部分特困群体当事人发放$解决了部分
案件申请人的燃眉之急% !山成"

坚持%打防并举&

确保监管场所秩序稳定
安报讯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驻

狱*所+检察室注重发挥职能作用$积
极协助监管场所开展打击!所王狱霸#

专项整治和!交"揭"查#活动$深挖余
罪漏犯' 依法办理两劳人员重新犯罪
案件

.

件$震慑犯罪$净化改造环境$

确保监管场所秩序稳定% !张孟剑"

三门峡市司法局采取五项措施推
进律师参与信访工作

安报讯 三门峡市司法局采取五
项措施推进律师参与信访工作% 一是
健全完善律师参与信访工作体系% 二
是全面规范律师接访工作流程% 三是
建立律师参与信访工作联合办案机
制% 四是实施律师参与信访工作公示
通报制度% 五是建立复杂敏感信访案
件集体研讨制度% !张国强 张军时"

三门峡市司法局
%五个规定&强化法律援助工作

安报讯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司法
局与各县

/

市"区
0

司法局"法律援助中
心签定了法律援助管理和服务责任
书$提出五个方面的规定&一是认真履
行政府法律援助的职责$ 配好配足法
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二是严格执行
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和法律援助办案专
款管理有关规定' 三是认真落实法律
援助工作有关规定' 四是树立法律援
助工作良好形象' 五是积极开展法律
援助宣传活动% !张国强 张军时"

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
多措施搭建司法所服务平台

安报讯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司法
局进一步明确了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
设的多项要求%一是继续加大对司法所
的扶持力度' 二是加强司法所组织建
设$配齐配强司法所人员'三是狠抓制
度建设'四是狠抓网络建设'五是加强
司法所业务建设% !张国强 张军时"

鄢陵县行政服务大厅在乡镇设置
%代办员&服务全程代理方便群众

安报讯 近日$鄢陵县行政审批大
厅为了方便行动不便的群众办理审
批事项$及时推出了!群众动动嘴$干
部跑跑腿#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
制$即当事人到乡镇服务大厅说明办
理事项$由该县在各乡镇服务大厅设
立的!代办员#出面帮助群众办理%

!鄢陵县公安局 谷红涛 程利华"

! "

责任编辑'王 霞

欢 迎 投 稿

邮箱'

#$#$%&'()*+,-.*/

责任编辑张可

!"

!""#$%%$"&

#$%&

01/2$345627)(&89-.*/

安报焦作讯!记者 杨家军 通讯

员 武卫锋"

!*

岁的女子结婚两年没

有孩子$ 不堪村里人风言风语的压

力$ 到焦作市多家医院寻找被抛弃

的孩子$未碰到一个狠心的家长% 于

是$她铤而走险$抱走别人刚生下的

孩子回家$并打电话对丈夫"父母等

说自己生了个男孩% 昨日记者获悉$

经过
'

天的走访摸排$ 焦作警方把

正在家!坐月子#的该女子抓获% 通

过
123

鉴定确定该女子的 !孩子#

正是前两天别人丢失的孩子之后 $

公安机关将该女子刑拘% 而此时$该

女子李某的丈夫王某才敢相信妻子

前几天!生#的孩子竟是偷来的%

病房里丢失婴儿

&%

月
!.

日凌晨
&

时
))

分 $在

焦作市解放区王储街道某卫生院三

楼病房里靠近门口的病床上$ 来自

洛阳的小丽*化名+一边挂着液体 $

一边轻轻搂着自己刚生下的男婴 %

在这个病房中间的病床上$ 一个
!%

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床边$ 手里随意

地翻着一本杂志$ 不时和小丽及小

丽的婆婆唠点家常话% 当日凌晨
*

时左右$小丽想上厕所$那名女子对

小丽的婆婆说&!她刚生下小孩身体

虚弱$你搀她去吧, #小丽的婆婆就

陪着小丽出去了% 然而$当小丽和婆

婆回来时$却发现不见了孩子%

!刚才中间病床上坐的那个女

的好像抱走了小孩$ 她不是你们的

家人吗- #另一张病床上的病人关切

地问%

!怎么会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

直以为她是你们的家人呢, #小丽的

婆婆带着哭腔说%

接到报警后$ 焦作市解放区公安

分局的民警开始对此案进行侦查$并

初步将目标锁定为温县岳村乡某村李

某%

妻子被抓才知孩子是偷来的

!你来接我吧 $我生了 $是个男

孩..#

&%

月
!.

日凌晨
*

时
!%

分$

家住温县岳村乡某村的王某突然接

到妻子李某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妻

子告诉他自己早产$ 在焦作市朋友

家生下了一个男婴% 结婚两年了$终

于有了儿子的王某真想马上就到焦

作市去接妻子和儿子%

&%

月
!+

日
&.

时$ 当解放区公

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建带领一

中队民警和温县公安局民警一起来

到王某家时$他还在被窝里睡觉%

!小孩在哪- #民警一进屋就问%

对民警的到来$王某感到非常奇怪%

当民警告诉他!这个小孩不是你的$

是你妻子偷来的#时$王某蒙了% 几

天来$ 他一直忙着照顾这个刚出生

的婴儿$他不相信民警所说的话% 王

某平常一直忙于在外跑车$所以$妻

子告诉他怀孕"生孩子这些事时$他

并没有产生怀疑% !会不会是民警弄

错了呢- #对此$王某还抱着一线希

望%

办案民警告诉他说$ 李某曾多

次在医院附近转悠$ 也找人打听过

想买孩子$但是都被拒绝了%

&%

月
'%

日上午$当民警将
123

鉴定报告递给王某看的时候$ 王某才

相信$自己的!儿子#原来是妻子偷别

人的%

&%

月
'&

日$李某被解放区公安

分局刑事拘留%

!线索提供 高武剑 石小伟"

女子结婚两年没有孩子(不堪村里人风言风语的压力)))

!"#$%&'()*

安报洛阳讯 !记者 郭富昌 马

建刚 通讯员 曹俊杰 翟少峰 " 根

据一个!人员失踪#报警电话$汝阳

警方深挖细查$成功侦破一起故意

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王某被抓获%

日前$王某被汝阳县检察院依法批

捕%

&%

月
&'

日$ 汝阳县公安局靳

村派出所接到靳村乡石寨村女村

民陈某电话报警 &

&%

月
&%

日晚 $

其丈夫王伟
4

化名
0

外出后失踪%

民警调查中发现 $王伟的手机

在陈某手中%对此$陈某解释$手机

是王伟外出当晚$本村村民王某送

来的%当时$王某说$当晚他同王伟

吵了一架$王伟一气之下说要外出

打工$永远不再回去了% 民警了解

到$ 陈某同王某曾有暧昧关系$认

为该案并非简单的!人员失踪#案%

在获取一定证据后 $民警对犯

罪嫌疑人王某进行传唤%王某最后

供述 $

&"

月
&"

日晚
(

时许 $ 他把

陈某约出$谈话中得知王伟到本村

一村民家取东西未归$他就隐藏在

王伟回家的必经路段等待$当王伟

出现时$乘其不备用铁棍连击其头

部 $后又用电线勒死王伟 $并将尸

体掩埋在自家门前猪圈中%而他做

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和陈某在一

起%

+*,-./ 012345

安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翁

煜明 张占林" 疯狂盗割国家通信电缆

的郭某日前被判刑% 郭某在
!"".

年
+

月"

&"

月近两个月的时间内$伙同他人

先后
!"

次盗割国家正在使用的通信光

缆
&!+'

米$价值
'!#(#-"&

元$给国家通

信工作造成重大损失%郭某一审被判处

有期徒刑
.

年$并处罚金
'

万元% 日前$

鹤壁市中级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两个月作案 8:起
获刑 9年罚 %万

安报新乡讯 !记者 赵国宇

特约记者 景永利" 刚出生
)

个

月的孩子 $ 因患感冒等疾病在

某县妇幼保健院就诊 $ 接受注

射治疗后却导致腿部残疾 % 为

此 $ 孩子家长将该医院告上法

庭%

&&

月
'

日$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判决该医院赔偿
#-)*

万元%

宋辰*化名+出生于
!"".

年

'

月%

!"".

年
(

月
!!

日$他因高

烧
'+-.!

$ 就诊于某县妇幼保

健院% 该医院医生开出处方后$

给宋辰肌肉注射氨基比林针
&5

'

支$地塞米松针一毫克% 可是$

回家后$宋辰一直哭闹 % 同年
+

月
!

日$宋辰的家长发现宋辰右

腿没力 $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后 $

初步诊断为类小儿麻痹%

!%%.

年
+

月
$$

日$ 河南省

精神病医院肌电图报告单提

示 $宋辰右下肢腓总神经损伤 %

!%%#

年
*

月
$!

日 $宋辰以臀部

注射后下肢功能障碍$入住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被诊断

为右侧注射坐骨神经损伤%

!%%#

年
#

月
!)

日$河南省

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书$结论为本例属于三级五等医

疗事故$ 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宋

辰龙的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法院经审理认为$医院因注

射不当导致宋辰腿部残疾 $应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据此$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医院被判赔偿
;-<

万余元

6789:;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