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焦作讯 !记者 杨家军 通

讯员 朱建峰"作为一家银行的原员

工!

!"

岁的谢红霞终于得到该银行

#$%

万元赔偿款" 此前!她在办理存

取款业务的途中现金遭抢! 她先垫

付了被抢款后又将银行告上法庭索

赔" 近日! 孟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双方各担一半责任"

从
#&&!

年开始!谢红霞就在孟

州市一家银行工作"

"'()

年
*

月
##

日上午! 她到一储户家取
"+*

万元

存款返回银行! 途中经过一个加油

站附近时遇到歹徒! 自身所带财物

和储户存款均被抢"此案至今未破"

案发后!谢红霞先垫付了储户存

款!后又找银行要求返还存款!但一

直遭拒"

"((*

年!谢红霞将该银行诉

至孟州市法院" 该银行表示!该行与

谢红霞于
"(()

年
,

月已解除合同关

系!被抢时!谢红霞已不是银行员工!

而只是储户的代理人!所以银行不应

该担责" 法院审理查明!谢红霞与该

银行实际解除合同的时间为
"(()

年

##

月!其被抢时的取款行为应是基于

银行与员工之间的业务关系!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为化名"

存取款途中遭抢
员工与银行各担半责

本报讯!记者 杨勇"自认为与哥

哥长相相似! 李某竟套用哥哥的驾

驶证上路!在交警例行检查时!李某

的未婚妻无意间让其露出原形"

昨日
#(

时
"(

分!省高速交警支

队黄河二桥大队民警在京港澳高速

原阳站执勤!在对李某的驾驶证检查

时!民警发现该证制作粗糙!字迹模

糊!有假证嫌疑!但通过网上查询!驾

驶员信息却完全正确" 凭借多年执法

经验! 民警坚信此驾驶证有问题!于

是就问李某是哪一年出生的!李某理

直气壮地说是
#&*%

年! 今年刚好
"-

岁" 听到此话!坐在副驾驶位的年轻

女子惊讶地问李某#$你不是告诉我

你是
#&*,

年出生吗% 怎么隐瞒了
!

岁% &这句话问得李某面红耳赤!他不

得不承认这个驾驶证确实是假证"

原来!李某本没有驾驶证!他知

道考取驾驶证不容易! 就突发奇想!

花钱让人比照哥哥的驾驶证做了个

假证" 但这些情况他的未婚妻并不知

道!所以就出现了刚才的一幕"

最后 ! 民警对李某作出罚款

#&((

元'拘留
#(

天的处罚(

!线索提供 布安景"

套用哥哥驾驶证
未婚妻无意间揭实情

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段攀攀 闫含"昨日上午!中牟县人

民法院执行法警巧妙执结崔某申

请执行朱某'宋某'王某'中牟县某

建筑工程公司雇员受害索赔一案)

申请执行人崔某在工作期间

不慎摔伤!私下调解无果后 !诉至

法院" 中牟县人民法院判决后!被

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无奈之

下!

"((*

年
##

月!申请人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要求
%

被执行人按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

中牟法院执行法警接案后!迅

速对被执行人进行调查! 得知#被

执行人朱某'宋某系睢县人!被执行

人王某常年在外打工!被执行人某

建筑公司现已搬至郑州" 执行干警

仔细分析
%

被执行人情况后! 先征

求申请人意见! 看他对
%

被执行人

有什么意见" 申请人崔某告诉该院

干警!在工程建筑过程中!朱某等人

系被执行人某建筑公司项目承包

人" 得知这一信息后!执行人员火

速赶往某建筑公司所在地!向建筑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询问相关情况!

并告知对方!若其他被执行人无能

力履行!作为连带责任人应先于垫

付的法律责任" 该建筑公司代表人

表示愿意尝试联系被执行人朱某'

宋某以期共同支付赔偿款! 但须等

!

日!并保证
!

日后一并全额履行"

本想该案很快就能执结 !但

该建筑公司在
!

日后仅履行一

半 ! 并谎称被执行人朱某等人在

凑钱!很快就能拿来" 该院执行干

警经过多方调查 !仔细询问 !很快

识破了建筑公司的诡计 ! 于是责

令其立刻履行否则将对其采取强

制措施以期更快 ' 更好地维护申

请人权益 " 被执行人某建筑公司

代表人心虚胆怯 ! 随即从身上拿

出余款" 该案顺利执结"

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刘爱华 闫露"只因怀疑同村邻居*指

桑骂槐&!一女子竟将同村另一女子耳

朵咬掉近一半)近日!漯河市郾城区法

院审结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

王三巧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现年
!"

岁的王三巧与
!#

岁的

赵亚枝同是郾城区新店镇某村村

民! 二人是邻居! 平时关系很不融

洽!大小矛盾源源不断)

"((*

年
)

月的一天下午! 张亚

枝在家中与好友打电话闲聊! 不知

不觉聊起了黄段子! 张亚枝骂了一

声*不要脸&便挂了电话) 此时!王三

巧刚好行至张亚枝家大门口! 她认

为张亚枝是在骂自己! 便回骂了一

句*你不要脸&) 二人由此发生争吵!

继而发生厮打! 打斗中王三巧将张

亚枝左耳咬伤! 致张亚枝左耳缺损

面积超过一耳的
#(.

) 经法医鉴定!

张亚枝所受损伤构成轻伤)

怀疑邻居#指桑骂槐$

将其左耳咬掉一块

昨日
&

时许# 郑州市工

商局二七分局华中食品城工

商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高

砦村一仓库内偷偷倒卖假$老

村长%酒& 工商执法人员立即

赶到现场&现场一中年男子看

到执法人员#最初还镇定地说

自己从不卖假酒#可当执法人

员拿起$老村长%酒仔细检查#

并让该中年男子提供进货凭

证时#他才承认这些酒是别人

给他送的# 根本没有供货手

续&执法人员依法将涉嫌冒牌

的$老村长%酒没收&此事正在

进一步处理之中&

记者 汲瑞 摄影报道

昨日# 商丘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大队民警在神火大

道执勤时# 查获一

辆严重违反机动车

牵引规定的三轮电

动车#该车竟然拖挂了
)

辆三轮电动

车#每辆拖挂的三轮电动车前轮搭在

前车车厢内#而该车在行驶中左右摇

摆#非常危险& 民警当即将这辆违法

车依法查扣# 责令将牵引车辆卸下#

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 # 对司机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

记者 张东 通讯员 白项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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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张

胜利 朱艺枝 单玲玲" 今年以来!郑

州市检察机关先后受理了
"(

多起利

用封建迷信进行诈骗的犯罪案件)检

察官调查发现!这些*巫婆神汉&大都

是利用少林寺+九华山这些全国著名

的佛教圣地的金字招牌和善男信女

们信佛祈福的心理来进行诈骗"检察

官提醒!只有破除迷信思想!才能真

正避免被骗"

扮演%神算&帮人消灾

!*

岁的林忠旗与
"*

岁的李会侠

都是孟津县无业人员! 林忠旗是李会

侠的姐夫" 多年来! 两人一直神神道

道!沉迷于神仙鬼怪之术" 虽然有一些

人对他们嗤之以鼻! 但还是有不少中

老年人对他们崇敬有加!奉若神明"

"((,

年
&

月
,

日
*

时许!林忠旗'

李会侠伙同老乡张雁,另案处理-预谋

后!来到郑州市中原区某家属院北门!

见被害人刘某从此路过! 李会侠即上

前与刘某搭讪) 套取刘某家庭情况后!

李会侠便假装向刘某问路找一个 *神

算&算命!张雁趁机过来自称认识*神

算&!两人将刘某骗到郑州市中原区万

福花园找*神算&算卦,林忠旗假扮-)

在交谈中! 林忠旗以自己刚从李会侠

处掌握的刘某的家庭情况骗取了刘某

的信任) 随后!林忠旗以刘某家中有灾

为由! 对刘某进行恐吓) 看刘某已经

*上钩&!林忠旗说!*血光之灾不可怕!

我有办法破解&) 他让刘某将家中所有

的钱和金银首饰拿来! 让自己的爷爷

用红布包着开光! 然后将开光后的钱

和首饰放在枕头下就可以消灾了) 刘

某信以为真! 立即取了
*

万元现金交

给林忠旗等人) 林忠旗拿到钱后!让刘

某向东走
!((

步再回头) 后刘某发现

被骗报警!林忠旗'李会侠被抓获)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林忠旗'李会侠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

同犯罪!应予惩处!遂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林忠旗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判处被告人李会侠

有期徒刑
"

年!并处罚金
#

万元)

%佛家弟子&帮人消灾

现年
%#

岁的被告人王红平系安

徽省安庆市枞阳县农民)安徽省九华

山作为全国的佛教名山!每年都会有

不少善男信女前来祈福!王红平就从

这里发现了*商机&)

"((*

年
&

月
",

日
##

时许 !王

红平伙同郝晓凤,在逃-预谋诈骗后!

窜至郑州市上街区友谊街)王红平身

穿道袍来到被害人王某家中!自称自

己是安徽九华山的佛家弟子!以自己

从其他渠道获知的王某的家庭情况

骗取了王某的信任后!就以王某的儿

子有血光之灾为由! 对王某进行恐

吓)心急的王某向王红平请教破解之

法!王红平便让王某拿
#

万元钱可给

她家消灾) 因王某身旁没有现金!就

拿出一个存有
)(((

元的存折! 并让

儿媳去取钱) 王某儿媳出去取钱时!

王红平+郝晓凤二人因怕被人识破下

楼逃跑时!王红平被当场抓获)

郑州市上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红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

同他人利用封建迷信骗取他人钱财!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已

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可比

照既遂犯从轻处罚!且被告人自愿认

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依法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王红平有期徒刑
)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

元)

本报焦作讯
/

记者 杨家军 通讯

员 王春生
0

受到法律严惩后的被告人

郜某终于明白了!打自己的老婆可不

是什么*家务事&) 昨日!焦作市中站

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郜某犯故意伤

害罪!依法判处其管制二年)

现年
!)

岁的郜某系焦作市中

站区一农民 !

"((*

年
%

月
"-

日
"!

时许! 郜某与妻子张某在家中发生

争吵!张某持火钳打郜某!郜遂向张

某的面部打了两耳光) 之后!张某跑

到大街上!郜某追上后!又对张某的

头部+耳根部+颈后部殴打!致张某

右耳外伤性鼓膜穿孔) 经法医鉴定!

张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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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施暴打伤妻子
赔偿万元被判管制

如此

假%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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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提醒'只有破除迷信思想(才能真正避免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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