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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 漯河市交警支队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

打击无牌无证"套牌套证"假牌假证车辆上路行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图为
!

月
"

日当天

上午!交警一大队民警查获的假牌假证!并对交通

违法车辆和驾驶人依法进行了处理$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鸿雁 摄影报道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刘爱华 闫 露 高

霞"!被告人刘涛"刘伟"李凯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

#

万元$ %法槌
落下#法庭上

$

个刚满
%&

岁
的少年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

月
'

日#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
法院作出了上述宣判$

刘涛& 张伟和李凯都是
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人 #

(

人酷爱上网$

%

月
%)

日夜#

(

人把停在网吧门口的电动车
盗走$ 之后#

(

人
(

个月内共
作案

#*

起#盗窃价值数额高
达

(+*

万元$ 案发后#

(

人被
郾城检察院逮捕# 此时才如
梦初醒$

为创新廉政监管工作
机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
败工作领域#高标准推进检
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建设#漯河市源汇区检察
院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及 !讲党性修
养 &树优良作风 &促科学发
展%教育活动#从

*

月下旬到
!

月底#开展了!排查廉政风
险&建立预防机制%工作#通
过认真排查分析#建立完善
了防控机制$

!

王洁 王培民
"

本报讯 漯河市郾城区
交通局在麦收期间出动宣传
车深入沿线村庄# 广泛宣传
在公路上打场晒粮和堆入障
碍物的危害性# 并主动帮助
已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的群众
转移粮食#做到以人为本#温
情执法$同时#他们还帮助外
出务工的家庭和贫困户做好
抢收工作#保证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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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程

景恩"!这些年来#有不少像叔叔您这样
的人给过我热心的帮助#也许我未必能
直接报答你们# 但我却可以去帮助他
人#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昨天上
午#这封字里行间凝聚着感激之情的来
信摆在了漯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助理&工
会主席张伟的桌案上#来信者是该院全
体干警救助的一位贫困大学生$信中除
了对干警们表示感恩外#还说他在课余
时间能做些如家教&促销的兼职#恳求
检察官们对他终止救助#用救助他的剩
余资金去救助那些更值得求助的孩子$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

年
&

月# 新上任的漯河市
检察院检察长赵顺宗将张伟叫到办
公室# 交给他一项 !特殊任务%#说

院里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资金救助一
名特困学生# 要他选定一名救助对
象$

按常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应该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结果 $

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没有给临
颍县晓华 (化名 )的一家带来欢乐 $

几年前# 晓华的父亲患了严重的疾
病一直卧床不起#为了给父亲治病#

家中能够变卖的东西早已卖空了 #

他的姐姐为了能让成绩较好的弟弟
继续上学# 自己辍学去南方打工给
弟弟攒学费# 家中一切全靠晓华柔
弱的母亲支撑$即使这样#高中时期
晓华的学习费用也是靠村里乡亲们
的接济度过的$为此#虽说接到了大
学录取通知书# 但去哪里筹借高昂

的学费呢*一夜间#晓华母亲又增添
了缕缕白发+

得知晓华的处境后# 张伟立即
向赵顺宗作了汇报+就这样#在检察
官们的关爱下# 晓华顺利地进入校
园开始了大学生涯+从此#他成了漯
河检察院众多检察官们的 !亲戚%#

晓华也时常把自己在学校的学习生
活情况写信告诉检察官们+

进校之初# 贫寒的家庭条件和
世俗的偏见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晓
华# 自卑感让他产生了玩世不恭的
念头# 有时甚至产生了可怕的厌世
念头#学习成绩也日愈下滑+得知这
些情况# 常务副检察长王新勇和张
伟" 工会副主席卢国杰一起多次找
到晓华# 给他讲人生的价值和社会

的责任# 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并鼓励他多和同学交流#尽可
能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同时#检
察官们还多方奔走# 帮助晓华解决
家中的困难#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给
晓华创造一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在检察官们的真诚感召下 #晓
华重新找回了人生的航标# 成了同
学中的佼佼者+业余时间#他做些家
教"促销等兼职#尽可能减轻家庭的
负担+ 他在信中写道,!我懂得一个
贫困家庭为了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
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知道咱们那
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我想把剩
下的两年资助用在更需要帮助的孩
子身上''%看到这里#检察官们的
眼睛湿润了+

#检察开放日$活动
增加检察工作透明度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大检
察工作的透明度#

!

月
(

日 #

漯河市召陵区检察院开展了
为期一天的 !检察开放日%活
动+ 在设立法律咨询台接受群
众现场法律咨询的同时#该院
还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群众代表参观了该院的
警务区"荣誉室 "文化活动中
心#现场观看检察警务装备演
练 "案件侦查流程演示 "法庭
模拟对抗赛等活动+ !王士林"

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范许凯
"

昨日#临颍县
公安局对利用单警装备#成功
处置一起持刀劫持事件的民
警曹振龙作出了通报表扬+

*

月
-(

日中午#台陈某校
学生被校外青年持刀劫持#赶
到现场的派出所指导员曹振
龙一面示意其他民警与歹徒
说话分散其注意力#一面悄悄
戴好防割手套从另一侧紧紧
抓住歹徒锋利的刀身#将其控
制#成功解救出学生安某+

面对利刃心不畏
单警装备显神威

抢劫
#

元钱
获刑一年半

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武献生"昨天#漯河市
郾城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杨
某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

缓刑
,

年#并处罚金
*))

元+

,))*

年
##

月
(

日晚 #杨
某伙同林某等

/

人预谋后#到
郾城黄河广场将在此游玩的
田某打伤后#从田某身上抢得
现金

&

元+

趁人游泳偷走车
老汉被判处重刑

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郭瑜"

!

月
"

日# 漯河
市源汇区法院审结了年近六
旬的王某盗窃一案+ 王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并
处罚金人民币

*

万元+

,))!

年
/

月
#)

日
#/

时
许#王某在漯河市体育场东澧
河河堤处#趁冯某下河游泳之
际#将其停放在河堤上的一辆
桑塔纳轿车盗走#轿车内有手
机一部"人民币

*))

元+去年
/

月#王某在
#)/

国道澧河南岸
河堤处#将游泳的徐某停放在
河堤上的捷达轿车盗走#轿车
内有三星手机一部 " 人民币
,)))

元+

为配合搞好全市第三届
社区居民换届选举工作#漯河
市司法局"市依法治市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市社区居民第
三届换届选举办公室共同印
制了-城镇居民委员会换届选
举法律常识. 宣传页

#)))

多
份# 免费发放到全市各社区#

张贴在居民楼院#供居民学习
了解换届选举相关法律法规
知识+ !贺响洲 丁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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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新丽 风琴 永刚"日前#在舞阳县吴城
镇#刘某&裴某夫妇一边收麦干农活#

一边积极配合警方侦查+ 二人是经过
舞阳县检察院的风险评估后作出取保
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

&

名嫌疑人
之一+

据了解#从
,))&

年开始#为了在
检察环节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
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舞阳县
检察院在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案件时

引入案件风险评估机制+

实践中# 他们通过对嫌疑人涉嫌
犯罪的严重程度&可能的判罚&是否有
妨害刑事诉讼的前科& 是否有可深挖
的其他犯罪事实& 是否有从重和从宽
处罚情节进行评估以及证据的固定程
度&是否会妨害诉讼等进行综合评估#

来预测分析嫌疑人逃跑或再犯的风险
有多大# 据此作出是否适用取保候审
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决定+ 如上述
的刘某&裴某夫妻#二人将同村李某的

小拖斗拉到自己家藏匿# 第二天晚上
就将所盗小拖斗完好无损地退给失主
李某#并对自己的行为有悔罪表现+ 检
察官们通过调查二人的家庭情况和平
时表现#对该案进行了风险评估#最后
认为没有逮捕必要+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

&

名经风险
评估后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嫌疑人
个个家庭和谐#社会反响好#无一妨碍
诉讼#没有一人重新犯罪或者脱保+ %

检察长翟金林欣慰地说+

%大娘!您现在精神好多了&&'

%你们是法官吧!俺认识!好人哪&&'

两双手紧紧相握!一方嘘寒问暖!一方

感激不尽!俨然一对%亲戚'$ 昨天上午!漯

河市中级法院常务副院长侯保宗带领法官

来到郾城区龙城镇张大娘家里! 对半月前

在此审理的一起赡养案件进行回访$ 村里

群众说!张大娘上了%岁数'!有些%糊涂'!

儿女都分不清了!竟然对法官记忆犹新$

/&

岁的张大娘育有
"

个子女! 大儿子

去世后! 两个儿子开始不尽赡养义务$

"

月

底!居无定所"整日流浪的张大娘最终走上

了法庭$ 受案后!法院将法庭搬到张大娘的

家门口!免费为其审理这起案件$ 经法官耐

心调解"细心说服!两个儿子当场达成赡养

协议$ 记者薛华通讯员宋庆党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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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季节!为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舞阳

县委政法委"综治办联合印制了
#!

万份(致

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 发放到每家每

户!提醒群众加强自我防范!预防各类可防性

案件的发生$ 赵文浩 摄影报道

社区换届选举
法律知识护航

排查廉政风险
建立防控机制

郾城区交通局
温情执法保三夏

为上网
三少年疯狂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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