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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程学军 侯允璐" 为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

!"

周年! 让服刑人员
感受祖国的可喜变化!增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观念和民族自豪感!

!

月
#

日!郑州市监狱组织服刑人员
开展了以#同唱爱国歌曲 "共谱新
生篇章$ 为主题的合唱比赛! 来自
该狱九个监区的服刑人员代表组
队参加了比赛%

&歌唱祖国 '(&唱支山歌给党
听'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
经典歌曲的演唱!不仅饱含着服刑
人员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人民的
深深歉意!更蕴含着每一名服刑人
员加速改造自我!重获新生的坚定
信念% #我是一名有罪于祖国!有罪
于人民的人!请放心!我一定好好
改造!重新做人!以实际行动弥补
我的罪孽!救赎我的灵魂!我想!这
就是我送给祖国

!"

岁生日最好的
礼物) $台上演唱者动情真挚的歌
唱!发自肺腑的告白!打动了台下
每一名服刑人员的心% 服刑人员黄
某动情地说*#我的罪行给他人和
自己的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在今
天的歌声中! 我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发誓改过自新!出狱后 !回报社
会!报效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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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玲"三人谋划#锦囊妙计$!以
打赌为名#分工协作$!先后骗走一
老农现金

$%$&&

元%

!

月
'

日!巩义
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
李松华(任春花依法提起公诉%

%

月
(&

日!李松华(任春花(张
福生在开往巩义市大峪沟镇的公
共汽车上相遇!三个老朋友一番闲
聊后! 决定再次伸手骗点钱花!以
弥补三年前骗钱失手反被抓的#遗
憾$% 在瞄准了与他们同车的一老
农刘某后!三人很快策划出了一条
#锦囊妙计$%

李松华先同刘某闲聊!并取得
其信任后!在一旁的张福生凑上前
搭讪!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打起了
嘴官司! 赌起了老农到底有没有
钱! 张福生一口咬定刘某没有钱!

并与李松华打赌说老农拿出多少
钱他就再赔老农多少钱% 这时!任
春花出面当起了见证人% 老实巴交
的刘某信以为真!便与三人来到镇
上银行取出

)$&&

元现金! 次日上
午又取出

$*(

万元现金% 人民币掉
包成冥币后!刘某被要求由任春花
陪同返回银行拿取款回单证明钱
是自己的% 不料!在取回单时!骗局
被刘某家人识破!任春花当场被扭
送至公安机关!李松华在逃跑过程
中也被群众抓获%

目前!李松华 (任春花被巩义
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张福生在
逃%

在郑州市东部城郊的圃田乡!有
许多农户向当地信用社贷款修建仓
库(从事养殖等经营活动% 受经济环
境影响!这些农户经营不善而无力按
期偿还贷款!被基金会诉至法院% 当
得知这些农户居住地距城区较远!交
通不便的情况后!管城区法院民二庭
庭长亲自带领干警到当地信用社开
庭!便于农户就近应诉%

庭审过程中!双方对案件事实争
议不大! 只是农户暂时无力偿还欠
款!于是办案法官向双方客观分析了
案件情况!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劝解
双方达成延期还款协议!当天就高效
调结了

$&

起案件%

据了解!郑州市管城区为提高群
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提高基层
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水平能力!

提高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推进

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充分发挥政法部
门的职能作用! 从

!

月份到年底将分
四个阶段开展#法律下基层(干警进社
区+村,(服务进家庭(情暖百姓心$活
动!推动全区政法干警走进基层(接触
群众(听取群众呼声%管城区法院率先
以#法律下基层(法官入社区$活动为
载体!组织办案法官深入社区村组!现
场断案!用群众听得懂(看得见(信得
过的方式解决纠纷! 积极推进巡回审
判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多方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

十八里河镇大王庄村村民王丙
玉的两个儿子因分房面积(赡养多少
与其产生矛盾! 拒绝让其在家中居
住% 亲戚朋友经劝说无效!王丙玉将

两个儿子告上法庭%

案件审理过程中!办案法官考虑
到原被告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多次到
家中做工作!三次组织调解!但收效
不大% 为了真正达到案结事了!办案
法官专门到大王庄村开庭审案!并邀
请人民陪审员(村里长辈(村干部参
与诉讼调解!共同做工作!最终使双
方达成共识!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以案释法
扩大法制宣传

管城区法院刑庭坚持选取典型
#两抢一盗$案件!通过公开审理(以
案释法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
好效果%

'

月
(&

日和
(!

日!该院先后在
紫荆社区和市三十九中公开审理了

被告人郑志伟盗窃案和被告人常超
峰抢劫案! 郑志伟在原打工处盗得
赃款一万余元! 常超峰伙同他人劫
得铝合金窗户十余个变卖% 经过审
理!当庭判处郑志伟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判处被告
人常超峰有期徒刑

%

年! 并处罚金
%&&&

元%

对管城区此次开展的#法律下基
层(干警进社区+村,(服务进家庭(情
暖百姓心$活动!管城区委书记法建
强掷地有声地说!#政法干警走向基
层(走入基层!宣传法律(调解矛盾(

增长才干!是政法工作新时期的新要
求!是政法部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
体体现% 全区政法部门开展此次活
动!就是要夯实基层这个基础!打牢
基层这个基石!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的
第一道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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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芳 张永超" 四名男子入室抢
走两万多元现金后!又残忍地将被
害人杀害%

'

月
+

日!这四名犯罪嫌
疑人郭亮洁(张洋洋(韩明明(姚洪
建被新密市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

月
%$

日
(&

时左右!郭亮洁(

张洋洋(韩明明 (姚洪建窜至新密
市青屏街办事处北密新路张军朋(

王红霞夫妇家中!将夫妻两人捆绑
后抢走现金两万多元!又将夫妻两
人拉至新密市青屏山后山杀害% 后
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

月
,

日!新
密市检察院受理新密市公安局提请
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郭亮洁(张
洋洋(韩明明(姚洪建涉嫌故意杀人
一案!用两天时间审查完毕!于

'

月
+

日以涉嫌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批
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郭亮洁(张洋洋(

韩明明(姚洪建%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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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建中 方亚娟
3

文图 "

!

月
!

日 !新
密交警了解到地处新密市农村的刘
寨二中! 要组织

$&&&

多名学生提前

进入在城区的
'

个高考考点!立即组
织警力为该校的

!+

台高考车队护
航!确保师生安全到达考场%

新密市刘寨二中地处刘寨镇 !

离城区考点
$&

多公里! 他们为了不
耽误学生高考! 于

!

月
!

日上午!租
用

%-

台客车!分两批将该校
$&&&

多
名考生送到城区的

'

个考点% 新密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 指令交警二中队派出警车和警
力! 为送考生的高考车队带队和护
航!沿途经过的一(五(六中队在各
自辖区的交通要道( 十字路口都派
有警力专门为车队打开绿色安全通
道! 确保两批共

!+

台车辆安全到达
目的地%

!

月
-

日下午#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民警韩璐冰来

到社区#深入群众打麦现场#向社区群众散发夏季防火宣传

页#传授防火知识$ 袁俊锋 张朝晖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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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兴 张路红"#郭律师! 遇到你!

我们家真算遇到好人了 !你永远是
我们的恩人 ! 要不是法律援助中
心 !要不是你帮忙 !我的孵化场就
垮了..$

!

月
%

日上午! 回乡创业
农民工李纲接过新郑市法律援助中
心郭威律师为其追回的

.!/&&

元欠
款时!感动地说%

家住新郑市和庄镇的李纲夫妇!

听说今年初家乡要开展 #全民创业$

工程! 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致富!于
是投资办起了一个孵化场!投产运营
后!生意一直比较红火%

%

月
$!

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王二强从李纲的
孵化场购买了

'

万只品种鸡苗!经过
双方协商!王二强当天向李纲支付

$

万元定金! 并且答应一周内将余额

.*!

万元一次性支付完毕% 一周后未
果!于是!他拨通了法律援助咨询电
话%当时值班律师郭威解答了他的咨
询! 了解到李纲和王二强的买卖关
系!既无书面合同!又无欠条!只有李
纲曾为王二强出具的一份定金收条!

且为买方掌握% 此时!郭威感到为李
纲维权的难度很大%

为依法追偿当事人欠款!切实维
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郭律师展开
调查取证工作!用手机与买方王二强
通电话并进行录音!又找到知情人调
取证据% 当天晚上!他又和李纲一块
儿乘火车到石家庄! 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了王二强的养殖场!可是一
天过去了!仍不见王二强的踪影% 于
是!郭威就到当地派出所查询!调取
了王二强的户籍证明!掌握到他的家

庭住址后!第二天一大早郭律师就和
李纲敲开了王二强家的大门!这次见
到了他%王二强开始仍然矢口否认欠
李纲鸡苗款! 并且言行态度相当恶
劣! 郭律师就给他苦口婆心地谈法
律(摆事实(讲情理(析危害!争取以
情理感化他!以法律让他信服!并出
示了之前准备好的录音资料和证人
证言%他还明确告诉王二强*#如果你
不愿意协商解决!我们很快将通过诉
讼维权!这样你不但要还钱!还影响
你的企业的正常经营以及商业信
誉%$经过两天的艰辛谈判!王二强最
终被郭威律师的言行所打动!承认了
欠款!并且答应立即偿还% 在郭威律
师的主持下! 双方还达成了协议%

!

月
%

日! 王二强一次性支付清李纲
.*!

万元欠款%

郑州市委政法委

河南法制报社 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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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正 丁文峰"清晨散步时!钱某
听人家闲聊了几句!没想到自己一
下子被骗去

$&

万元%

!

月
%

日!荥
阳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骗钱
某的张云献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处罚金
%*'

万元! 并对非法所得赃
款依法予以追缴%

(&&,

年
.

月
$'

日清晨! 钱某
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瘦高个儿男
子张云献和一个瘸子王书晓正在
谈贩卖古董的生意% 张云献告诉钱
某!他在荥阳的工厂需要找两个人
帮忙看门! 王书晓也在一旁帮腔!

说张云献是大款% 说话间!张云献
突然对王书晓挂着铜钱的钥匙链
非常感兴趣! 他拿在手里认真观
察! 并告诉王书晓很值钱想收藏%

听说王书晓朋友家里还有一罐这
样的铜钱! 张云献准备拿出

-+

万
元现金购买% 买卖双方一个要先验
货!一个要先收钱!双方意见达不
成一致% 王书晓叫来钱某!想与他
合伙买下朋友家的一罐铜钱再转
手卖!从中获利% 钱某一听动了心!

于是从家中拿出存折和王书晓一
同到银行取了

$&

万元钱% 随后!王
书晓找理由支走了钱某%

去年
+

月
+

日!张云献被荥阳
市公安局刑拘%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云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被告人张云献在缓刑考验期限
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
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新罪所判
处的刑罚实行并罚!遂作出上述判
决% 目前!王书晓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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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防火到麦场

平安长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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