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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霞 师玉洁"旧城改造后!住房成

了门面房" 房子升值后!父女却为了

门面房的产权
!

年内
"

次对簿公堂"

#$

月
"#

日!尉氏县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长达
!

年的亲情案!判决父女所

争讼房产属家庭共同共有财产"

现年
%!

岁的李老汉是尉氏县

洧川镇南街人! 妻子辛某也年近八

旬!二位老人膝下无子!只生育一个

女儿" 上世纪
&$

年代以前!一家人

住在祖上留下的几间破旧老屋内倒

也和睦" 后尉氏县洧川镇旧城改造!

李某的几间老屋陡然升值成了临街

门面房" 一家人从此节衣缩食!攒钱

盖房"

#&&'

年
#$

月!一座四间四层

的临街小楼落成" 房屋建成后!女儿

李某# 女婿安某及其子女一直在该

房居住"

之后!李某#安某将该房产登记

在自己名下 "

($$)

年
"

月 !李老汉

发现后提出异议! 房产登记部门拒

不改正! 遂一纸诉状将尉氏县人民

政府告上法庭! 女儿# 女婿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 尉氏县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 李老汉的女儿# 女婿在

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权属事实认定

不清! 程序违法! 撤销了房屋所有

权证书 "

($$!

年
'

月 !李老汉再次

将女儿# 女婿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

判令房屋归其所有! 后因其他原因

而中止审理"

法院经查证后认为!李老汉不能

证明所争议房产是由其全部出资建

造!且他的女儿#女婿也参与了建房

的准备工作! 房屋建成后!一家人对

房屋的产权没有明确约定!建房时亦

没有原始的详细投资记录!致使在纠

纷发生后不能作出明确具体的权属

判断!应属家庭共同共有财产"

不断强化释法说理
安报讯 淮滨法院不断强化案件

释法说理工作! 要求法官在立案#送
达#开庭#调解等各个环节中用规范
准确#严谨简洁的语言及时向当事人
讲解法律原则# 法律精神和传统道
德!让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都明明
白白#清清楚楚!当事人服判率显著
提高" !刘瑞刚 王金友"

讲评制度#激活$竞争机制
安报讯 方城县检察院为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 有效地促进工作开展!

相继推出了周讲评# 月讲评制度!以
讲评制度促进竞争机制!从而在全院
形成了跨越发展的良好风气!受到了
社会的一致好评" !岳阳 傅莉苇"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暴力围攻执行法官
安报讯

($$'

年
%

月
#*

日!许昌
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依照新$民事诉讼
法%相关规定!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且两次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许
昌市区某机械公司! 处以

"$

万元的
罚款" 这是该院首例运用新$民事诉
讼法%对被执行人进行顶格处罚的案
件" !艳喜 芦萍"

开展同步监督 实现减刑公平公正
安报讯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不

断加大对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监督力
度!与河南省郑州未管所联手研制开发
并应用&量化考核#综合评价#依法减刑
'假释(信息管理系统)!前移监督关口!

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正" !张孟剑"

岳母存折敢偷 少见
安报讯 鹤壁市的孙某到其岳母

家找衣物时!将岳母家的定期存款单
两张及存折一个盗走"岳母报案后

+

此
案得以侦破

+

虽系偷窃自家人财物
+

但
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故鹤壁市
山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以盗窃罪判处
被告人刑罚"

!

许付强 王丽君
"

被骗传销窝点遭拘 川籍女子跳楼逃离
安报讯 &我们已经被他们监视了

两天了!我是被逼得没法才从楼上跳
下来的**)被同事的男友骗入传销
窝点后!女孩李某奋而从被困的

)

楼
跳下!并导致轻伤"

($$'

年
%

月
"

日!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
罪依法判处谢加斌等

)

人各一年零
六个月徒刑" !芦萍 荣胜"

典礼同居未领证发生矛盾各东西
安报讯 王某与谷某经他人介绍

相识! 于
($$'

年
#

月
(

日按农村习俗
典礼同居! 因双方在同居前了解不够!

同居后很快便产生矛盾!而后!谷某离
开王某家回娘家居住" 谷某于

($$'

年
"

月
"#

日向南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王某依法返还谷某婚前个人财
产" 经过法官的努力!此案最终于

($$'

年
)

月
#!

日依法调解结案" !张和平"

高速路上逆向行驶 酿成惨祸司机领刑
安报讯 为寻找一头丢失的牛!司

机王某冒着生命危险驾车在高速路
上逆行!结果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交通
事故!致一人当场死亡"

($$'

年
%

月
#$

日!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以交通
肇事罪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

年!

缓刑
"

年" !芦萍 正勤"

共设征婚陷阱敛财 贪财夫妻双双领刑
安报讯 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刊登

征婚广告时却都称丧偶!或在诈骗过
程中一人分演多种角色!制造陷阱骗
取应征者的钱财"

($$'

年
%

月
&

日!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
别判处周彦伟夫妇各拘役四个月!并
各处罚金

!$$$

元" !芦萍 荣胜"

南乐法院民庭十年无错案
安报讯 南乐法院民庭多年来坚

持把案件质量作为第一生命!把当事
人的满意作为第一目标!狠抓业务建
设!不断改进办案作风!建全质量监
督机制! 扎扎实实办好每一个案件"

该庭连续十年被评为市# 县先进集
体!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人民满意的
政法单位" !冯利敏"

考试不好被骂出走偷盗电脑后悔被抓
安报讯 李某系一职业高中学生!

因考试成绩不好被父亲骂出家门!一气
之下!李某住进了旅社!整日沉迷于网
吧"在身上的钱花完之后!他看到对面房
间的客户的笔记本电脑!头脑一热!将门
撬开把笔记本电脑盗走并卖掉" 淇县检
察院公诉人建议法院酌情从轻处罚!李
某被判处拘役

)

个月"

,

赵静 李铭锦"

强化绩效考核管理
安报讯 为强化绩效考核管理制

度化 #规范化建设 !建立 &规范在平
时!督促在平时!考核在平时)的良性
运行机制! 汝南县人民法院建立了
&月汇报#季讲评)制度" 该项制度出
台运行后!对该院全面完成各项目标
任务!积极争创全省&优秀基层法院)

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张辉 张继光"

许昌魏都法院%懒&'#慢&法官不逍遥
安报讯 &懒)#&慢)二字如今已成

为许昌市魏都区法院法官工作作风
上的大忌" 从今年起!该院对工作效
能低下!办事推诿扯皮的法官根据其
过错程度予以不同处罚!重者停职待
岗" 截至目前!该院已有三名法官因
工作懒散受到通报批评" !芦萍"

变强制执行为和谐执法
安报讯 半年前!一场车祸让王钦

成了植物人" 经过南乐法院法官的努
力!本着以案件和解促社会和谐的工
作思路!几经调解#诉讼和讨要!

#$

月
(!

日上午!王钦的丈夫从南乐县人民
法院法官的手中接到了

($

万元的赔
偿款" !冯利敏"

商城检察院创新控申工作
安报讯 商城县检察院推出&四百#

四定)举措强化控申工作+&四百)就是
对群众的来信来访做到百分之百接待#

百分之百受理#百分之百督办#百分之
百答复,&四定)就是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做到定领导#定专人#定方案#定时限!

群众对该院信访接待的满意率达
#$$-

" !胡正凤 张超胜 何涛"

分级管理效果好
安报讯 今年以来!淇县检察院对

审查起诉案件实行&分级管理)!取得
明显成效" 该制度实行以来!不仅保
护了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权
利!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办
理大要案及做好其他工作提供了时
间和精力" !瑞志 王永军"

清丰县法院#四点&践行司法为民政策
安报讯 清丰县法院推行四项举

措!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政策"一#以思
想建设为切入点!增强干警司法为民意
识"二#以提高政治业务水平为着力点!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三#以审判改革为根本点!切实方便群
众诉讼"四#以服务民生为落脚点!增进
与人民群众感情" !董丽红 韩丽敏"

推进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工作
安报讯

($$%

年以来!息县检察院
积极探索支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新
路子! 主动帮助符合附带民事诉讼条
件的

'

起案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
中网通公司#城关轧花厂#八里岔电信
支局# 息县农行等

)

个单位的附带民
事诉讼得到判决结果! 挽回经济损失
*$

余万元" !树山 余杰 志华"

襄城县法院创新方法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安报讯 襄城县法院把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各项
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重视维护群
众的经济社会权利!保障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加尊重群众的
意愿!推出全面便民利民惠民措施"

!张雅芳 李冰"

清丰县法院接访坚持做到四点取
得良好的效果

安报讯 对于涉诉信访问题!清丰
县法院在接访过程中!坚持做到四点!

认真倾听当事人的呼声! 积极解决当
事人反映的问题取得良好的接访效
果" 一#接访文明化" 二#接访人情化"

三#接访高效化" 四#接访制度化"

!董丽红 赵彦景"

信阳平桥区法院全力抓好涉法信访
安报讯 信阳市平桥区法院全力

做好息访工作+一是成立信访组!负责
全院的信访接待#汇报#通报及日常事
务,二是建立信访人员动态卡!对信访
理由#意见进行登记!分类管理,三是
实行信访案件月报制! 及时研究处理
重大信访问题,四是疑难审#执案件实

行&一把手)包案制" !张明丽"

神灵指示去盗窃 三次被盗三次被捉
安报讯 淇县某村村民周某! 因一

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神灵指示!

只要自己放开手脚! 就一定能发财!于
是开始进行盗窃"但是多次盗窃均被当
场抓获! 淇县检察院对周某提起公诉"

近日!周某被法院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零六个月" !栋军 赵静"

清丰县法院多个方面推进法警工
作的长足发展

安报讯 清丰县法院司法警察大
队! 紧紧围绕执勤为审判服务的主
线!从多个方面全面加强了法警工作
的整体发展" 一#加强政治学习!树好
法警形象" 三#抓好业务训练!提高执
勤能力" 四#狠抓押解#值庭工作!确
保安全无事故" !谢振超 董丽红"

淮滨检察院法警大队注重办案安全
安报讯 近年来!淮滨检察院法警

大队始终把确保办案安全作为一项基
础工程常抓不懈! 从坚持派用警制度#

办案工作区的管理#办案安全&三个一)

制度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
规定! 有效防止发生涉案人员自杀#自
残#脱逃等不安全情形的发生" !蔡森"

清丰县法院三项措施强化管理
安报讯 清丰县法院把法警工作

规范化建设作为加强法警队伍全面
建设的突破口!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了管理+一是理顺法警队伍管理
体制, 二是加强法警工作制度建设,

三是开展法警工作规范化评比达标
活动" !谢振超 董丽红"

襄城县法院实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制度
安报讯 为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

制度!改变&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
制度缺陷!近日!襄城县法院对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庭审实行审委会委员
旁听制" 实施以来!

#(

名审委会委员
共旁听审理案件

(!

件! 提出整改意
见和建议

"#

条! 案件比去年同期上
诉率下降了

!$

" !张雅芳 陈国华"

借用他人手机逃跑法网恢恢终难逃
安报讯 近日!淇县检察院对犯罪

嫌疑人于某'女(#陈某抢夺一案依法
提起公诉" 于某#陈某系安徽人!今年
'

月
%

日!二人来到淇县!开着租来的
汽车以问路为幌与被害人王某攀谈!

遂又提出借用王的手机打电话!拿到
被害人的电话后! 陈某开车而逃!王
某只能望车兴叹" !平伟 赵静"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
召开廉政监督员座谈会

安报讯
#$

月
("

日!鹤壁市山城
区法院邀请

##

名廉政监督员来院座
谈! 听取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各位廉政监督员先后作了发言!他
们对法院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同时也
对执行#人民法庭建设#涉诉信访等工

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山成"

清丰法院#四举措&

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安报讯 清丰法院在&三新)活动

中提出了四举措!以切实维护行政相
对人合法权益" 一#强调定期接访!以
方便当事人诉求" 二#强调司法救助!

帮助未执行案件的特困群体" 三#强
调行政监察! 保证行政案件公正合
法" 四#强调案后回访!调查群众满意
度" !李金玲 韩丽敏"

劳教人员现身说法
忏悔之声感动数百学生和部队官兵

安报讯 近日
+

三门峡市劳教所组
织劳教人员到三门峡卫校和河南预
备役高炮师第五团作 &忏悔之声)专
题演讲"

!

名劳教人员用自己的切身
经历现身说法!事例感人!数百名在
校学生和部队官兵 深受教育" &忏悔
之声)专题演讲法制互动教育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蔡治国"

三门峡市劳教所
举行#开放日执法'行风&座谈会

安报讯 近日!三门峡市劳教所举
行了&开放日执法#行风)座谈会" 通过
活动的开展!社会各界更加了解和熟悉
劳教工作! 增强了执法环节的透明度!

促进了劳教所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提
高了执法水平和能力" !蔡治国"

吃饭签单拖欠饭费拒不还
饭店业主告赢村民委员会

安报讯 南乐法院于
($$'

年
#$

月审结一起餐饮服务合同纠纷案"南乐
县内的某村民委员会被一家饭店业主
追索

)$$$

多元的餐饮费长达
#$

年之
久无果!无奈!起诉至法院!法院一审判
令被告村委会限期付清" !张和平"

工资上涨父亲拒绝增加抚养费
儿子起诉获支持
安报讯 被告黄某与妻子

#&&'

年
##

月离婚!协议儿子由前妻抚养!黄某
支付抚养费

(**

元"由于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原#被告就增加抚育费发生争执"

鹤壁山城区法院审理后! 结合本案!判
决被告黄某每月支付的抚养费应从
(**

元增至
"&'

元"

!

许付强 王丽君
"

做客起歹心 东家被盗窃
安报讯 被告人张某随他人到冯

某家吃饭" 午休时!张乘人不备!将冯
某衣柜抽屉中的

($$$

元现金盗走 "

案发后!赃物退还被害人" 近日!固始
县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

个月!缓刑一年"

!

王道新
"

鄢陵法院加强对非监禁刑罪犯回访考察
安报讯 在当前开展的打击&两抢

一盗)犯罪专项斗争活动中!鄢陵县
法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依
法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适用非监
禁刑的同时!加强了对判处非监禁刑
罪犯的回访考察工作" !曹惠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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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洛阳讯 !记者 郭富昌 马建

刚 特约记者 常向阳"&代业主缴纳出

租期间的一切税费)! 究竟是代替缴

纳费用!还是代为跑腿缴纳费用- 洛

阳新坐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业主

之间就合同内容引起纷争!最近闹得

不可开交"

洛阳国美新坐标大楼部分业主

向本报反映!洛阳市忠冠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于
($$!

年开发国美新坐标

大楼商铺!在销售其商铺期间!该公

司宣传商铺由该公司下属的洛阳新

坐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包租
#$

年!

每年付给业主售房款
'-

的租金!并

在租赁合同中注明了代业主缴纳出

租期间的一切税费"业主购买商铺的

同时返还了当年的
'-

租金" 按规定!

($$'

年
"

月前应支付完
($$'

年全年

租金!但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商铺的

使用方因资金紧张问题延期支付租

金!只能向业主支付一半的租金" 当

业主再找物业公司要求支付剩下一

半的租金时!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业

主应该缴纳
'-

租金的营业税# 房产

税等共占租金的
#%-

!还要求业主从

($$*

年租赁的第一年补交" 这样一

算! 业主们不但拿不到剩下的租金!

还要到贴钱给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称

费用直接从
($$&

年的租金里扣!并

且说租赁合同里写的&代业主缴纳出

租期间的一切税费)! 是代业主们跑

腿
+

钱还要业主们自己出" 众多业主

置疑+ 既然是业主自己缴纳费用!为

什么售房时不提出来!等过了两年才

说-

昨日上午! 记者来到洛阳新坐

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名安姓经

理解释说! 合同里明文规定代业主

缴纳出租期间的一切税费! 符合国

家法律规定!是代扣代交!钱应该从

业主们的租金中扣除, 至于说前两

年为什么没有扣除相关费用! 是因

为公司为业主着想! 一直努力与税

务部门协商争取减免税收政策 !但

是没有得到税务部门的同意! 所以

业主们应该缴纳税费, 物业公司也

积极与业主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

法 !如果仍有业主不满!公司可以退

房 !并且保证
#$$-

退款 !但是公司

眼下资金紧张!不能立即退款!待资

金到位时!一定退款"

没想到当初买下的商铺遇到这

么多麻烦! 退房也不能拿到现金!业

主们准备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渠

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报对此将

予以跟踪报道"

安报信阳讯 !记者 陈建章

通讯员 杨 帆 徐 霞"因想发财而

赊购两万元彩票的被告姜某!无

力偿付被诉到法院" 近日!罗山

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姜某

偿付原告郑某彩票款两万元及

利息"

原告郑某在罗山县经营河南

省体育彩票销售网点! 代理经营

销售河南省体育彩票"

($$*

年!

郑某聘请沈某为其网点的打票员

'销售人员("

($$*

年
"

月
!

日!

常在该体育彩票销售网点购彩票

的姜某到郑某处赊购彩票! 沈某

售给姜某两万元的彩票" 因姜某

赊购彩票没有办手续! 当天下午

郑某与沈某一起找姜某! 姜某出

具欠条一张! 沈某在欠条上签注

&证明人沈某)" 事发不久沈某辞

职"诉讼中!郑某自愿申请撤回对

沈某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姜某

自愿购买郑某销售的体育彩票!

双方的交易合同关系成立"姜某#

郑某之间基于买卖彩票行为而产

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姜某欠

郑某购买彩票款两万元! 应足额

予以偿付" 姜某自愿申请撤回对

沈某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予以

准许" 关于郑某要求姜某给付欠

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亦未提供

向姜某主张权利的准确时间!可

从郑某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故

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赊购彩票出欠条
持条索款获支持!"#$% &!'()$%

洛阳新坐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合同内容与业主发生纷争

*+,-. /01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