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责任编辑!王霞 欢迎投稿
电话!

!"#$#%&''!(

邮箱!

)*)*"!#+,-./01-2

台前县法院为民营企业发展服务
本报讯 台前县法院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促进了
辖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得到了上
级党委和广大民营企业的一致好评"

今年以来!该院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
咨询

!"#

多次!受到民营企业的拥护
和支持" "姚雷#

屡次行窃医院 最终获刑四年
本报讯

$##%

年! 被告人周某三
次窜至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盗窃现金
共计

!&"

万元!案发后!部分赃款已返
还被害人" 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依法
以周某涉嫌盗窃罪提起公诉! 睢阳区
法院依法判处周某有期徒刑四年!并
处罚金

$###

元" "余萍 朱晓晨$

永城市法院 借外力化纠纷
本报讯 永城市法院延伸审判职

能!整合调解资源!积极搭建诉讼调
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对接机制!及时
化解了大量纠纷! 促进了社会和谐"

一是指导社会法庭进行诉前调解" 二
是组织人民陪审员主持庭前调解"

三是邀请当事人亲属参与诉讼调解"

%赵先俊 朱兰亭$

延津县法院强化学习提升服务
本报讯 延津县法院把司法能力

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实践内容!加强三
级培训!着力提高司法能力!提升为
人民服务水平" 一是积极参加上级组
织的培训!提高理论素养" 二是开展
形式多样的内部培训!促进整体素质
的提高" 三是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
入!鼓励干警自我提升" "延法宣$

邓州市检察院

人大宣传工作受表彰
本报讯 近日! 邓州市检察院人

大宣传信息工作受到该市人大常委
会的表彰" 近年来!该院十分重视人
大宣传信息工作!及时加强同人大的
交流#沟通!进一步增强做好人大宣
传信息工作!先后在各类媒体发表有
关人大宣传信息文章

'#

余篇! 取得
显著成绩" "王红斌 吴富豪$

社旗县检察院

建立五项督查机制
本报讯 社旗县检察院建立五项

督查机制!强化对检委会决定执行情
况的监督" 一是围绕检委会决定事项
或议案办理情况每月进行一次督查$

二是围绕案件质量进行随机督查$三
是围绕重大案件办理#检察规章制度
实施等情况进行联合督查$四是围绕
挂牌督办及要结果的重大案件进行
专项督查$五是就落实#执行情况通

知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李应敏 李大鹏$

罗山县法院

民事案件调撤率逾八成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

化解工作!罗山县法院在民事审判工
作中!针对农村离婚#土地流转等案
件较多的实际!强化开庭前诉讼指导
工作# 强化庭审时依法释明工作#强
化宣判后息诉服判工作的 %三强化&

措施!对当事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疏导
和指导工作" "杨帆$

濮阳县检察院反渎局

四措施落实视频会议精神
本报讯 濮阳县人民检察院反渎

局认真学习上级院的各种视频会议
精神!四项措施积极落实'一是视频
会后进行学习讨论$二是视频会后进
行专题宣传$三是视频会后进行调查
摸底$四是视频会后进行情况反映"

"杨红军$

南召县检察院监所科

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本报讯 按照上级的工作要求和

部署!南召县检察院监所科大胆创新!

积极工作! 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工作作为检察院检察工作的亮点和特
色来抓!尊重在押人员的人格和人权!

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赢得了
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充分肯定" "段文聪 毛俊阳$

平舆县检察院

加大反渎职侵权力度
本报讯 近日! 平舆县检察院采

取四项措施加大对渎职侵权犯罪的
打击力度" 一是加强宣传!主动争取
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反渎职侵权
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二是加强同各行
政执法部门的联系" 三是同人大#纪
检等信访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四
是加大举报线索奖励机制"

"褚海霞 孙响$

挪用资金
$%

万 触犯刑律悔已迟
本报讯

$##"

年!被告人蔡某受
商丘市某公司聘请成为该公司会计"

$##(

年
"

月!蔡某私自以该公司的名
义! 挪用资金

)#

余万元借给他人使
用" 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
诉!睢阳区法院依法以蔡某犯挪用资
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

年"

"余萍 朱晓晨$

淅川县检察院

实行个案廉洁承诺制
本报讯 近日! 淅川县检察院在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推行个案廉洁
承诺书制度" 该制度规定!检察官在
办理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均须向
院纪检监察部门提交遵纪守法承诺
书" 该举措强化了纪检监察在办案工
作中的督察职能!有利于办案检察官

廉洁自律" "韩强 刘潮杰 孙晓燕$

濮阳县检察院反渎局

&四到位'狠抓队伍建设
本报讯 濮阳县检察院反渎局

%四个到位&狠抓队伍建设'一是思想
认识到位!将思想认识作为队伍建设
的基础$二是组织领导到位!将组织
领导作为队伍建设的核心$三是制度
建设到位!将制度建设作为队伍建设
的灵魂$四是责任追究到位!将责任
追究作为队伍建设的保障" %杨红军#

检务保障先行 推动工作创新
本报讯 近年来! 镇平县检察院

计财部门全力做好检务保障工作!人
均办公办案经费基本得以落实!新建
便民服务大厅#新增电脑

$#

台!维护
更新检察局域网! 投资

)#

余万元建
成看守所独立音视频监控系统等!有
力地服务了执法办案!推进了工作创
新" %郑建银 彭广琴#

永城市法院

深入开展&立案信访窗口(建设
本报讯 为了提高服务水平和质

量!把%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落到实处! 永城市法院深入开展
%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活动!在正常工
作时间加强立案#接待工作!设立假
日窗口!紧急事务有人负责处置或办
理! 为当事人和群众提供更为优质#

高效的服务"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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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村民
组在为村民办理新型农村医疗
合作保险时!不慎漏掉了李某夫
妇!恰巧李某的妻子当年罹患癌
症!这个小小的疏漏让李某妻子
的治理费用无法报销!给李妻的
治疗带来许多实际困难和思想
负担" 妻子去世后!李某一纸诉
状将村民组和村委会告上法庭!

请求村民组#村委会共同赔偿其
经济损失

*%()%&+%

元" 近日!郑
州市中原区法院对此作出一审
判决"

李某是郑州市中原区某村
民组村民"

$##*

年
+

月!该村民
小组决定从村小组集体收入中
统一支出参保费!无偿为村民办
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

$##%

年!村民组工作人员在办理参保
手续时! 遗漏了李某及其妻子"

但是恰巧!当年李某的妻子罹患
癌症!住院治疗无效死亡"

李某的妻子在住院治疗期
间! 先后共支出医疗费

!$

万余
元" 由于村民组的工作失误!导
致她无法享受新型农村医疗合
作保险待遇!已经支出的医疗费
用不能按规定进行报销!这给李
家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和思想
负担" %一听说无法报销!全家都
很焦急 !然后她就很绝望 !哭着
说太花钱!不让治了" 如果能报
销! 也许她会更有信心治疗!我
们也会更有底气来给她治病" &

李某说"

妻子去世后!李某便一纸诉

状将其所在的村民组#村委会告
上法庭 !要求村民组 #村委会共
同赔偿经济损失

*%()%&+%

元"

村民组辩解称!村民组是无
偿受托为村民办理新型农村医
疗合作保险!出现疏漏也不是成
心的! 是谁都不愿发生的事情"

%如果受人之托还要承担责任 !

那么以后谁还敢帮别人办事( &

法院认为! 无偿委托合同!

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
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
要求赔偿损失" 李某的妻子与其
所在村民组之间关于办理医保
手续事宜存在无偿委托合同关
系!村民组因工作失误没有为李
妻办理

$##%

年度新农村合作医
疗参保手续的行为!系重大过失

行为! 对给委托方造成的医疗费
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郑州市卫生局# 郑州市
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

$##%

年
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和封顶线的
通知*的有关规定!李妻到新型农
村医疗合作省级定点机构就诊!

应适用
"#,

的报销比例! 同时因
李妻所花医疗费总额的

"#,

已超
出住院补偿封顶线

"

万元! 即使
参保!也最多能报销

"

万元!所以
法院认定李某请求的赔偿数额应
以

"

万元为限"同时!由于村民组
不具备法人资格! 不能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 故法院判决该村民组
所属的一级法人组织村委会应与
村民组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
任" %线索提供 张燕杰#

本报济源讯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成居易

王小奇#政府信息不公开!被公民告上法庭" 近
日!济源市法院审理该案后作出一审判决!确认
被告济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原告李某的申
请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在判决生效后
!"

日内对原告李某申请的事项作出答复"

$#!#

年
$

月! 原告李某通过济源市政府网
站向市城建局+原济源市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市城建局提供南夫村民李某某办理%济建规
私宅建 +

$##*

, 字第
#!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及济源市城建局同意
办理的法律依据"

$#!#

年
'

月
!$

日!济源市城
建局受理了李某的申请!但未予答复!被李某诉
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
以答复" 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
申请之日起

!"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如需延长
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
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

!"

个工作日" &济源市城建局作为政府的
职能部门!依法负有答复的职责" 济源市城建局
在

$#!#

年
'

月
!$

日收到李某的申请后!没有在
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予以答复! 行为违法"

济源市城建局对李某的申请应当履行法定职责!

作出答复"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记者 杨勇#公安机关提醒广大信用
卡使用客户! 使用信用卡消费一定要按期还款!

变换电话和地址应及时通知相关银行! 否则!可
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

年
+

月份!家住郑州的耿某向银行申领
了两张信用卡" 耿某将这两张信用卡拿到手后!

多次进行购物或提取现金" 前期!耿某还能按银
行信用卡的使用规定按期还款 "

$##"

年底到
$##*

年末! 虽然自己经营的公司生意每况愈下!

但耿某仍然利用这两张卡进行购物或提取现金"

截至
$##*

年
!$

月
$*

日发生最后一笔消费!耿
某到

$##%

年
(

月
$'

日欠款总额
$((*%&)(

元!其
中透支本金

!"(+(&)%

元! 透支利息# 滞纳金为
!!%+!&%+

元"

在欠款期间!银行多次利用电话和信笺向耿
某催讨透支款项!耿某拒不归还本息"

$##%

年
(

月中旬!耿某将其住房变卖!更换
了电话号码!又重新购置了新房"从此!银行与耿
某再也无法联系"

$##%

年
+

月初!银行向公安机
关报案"

$#!#

年
)

月上旬!耿某因涉嫌信用卡诈骗被
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经侦大队上网通缉"

$#!#

年
)

月下旬!耿某在北京被抓获"日前!法院
已对耿某一案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线索提供 王昆仑#

政府信息不公开
公民起诉获支持

变换电话和地址
逃避卡债被通缉

法院判决!无偿受托出现重大过失也应担责

#$%&' ()!"#

$%&'()*+,-.

!!!!!!

%效果真的不一样!强劲能量和营养让
我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跳动的感觉! 那种
快感无法形容! 非常过瘾!

'

疗程下来完美
的粗度和长度$前列腺也顺畅了!时间自由
掌控!快感超强!好东西不服不行啊- &

%有了植物伟哥格桑哈吉!我可以随心
所欲地决定夫妻生活的节奏!时间长短!一
切都收放自如" 用过格桑哈吉!才知道什么
叫男人的自信- &

%我得感谢自己的大胆!尝试服用格桑
哈吉让我重获新生! 我感觉那方面几乎所
有的功能都恢复了" 我还能从老婆的脸上
看出自己是个强者" 这不但让我身体舒服!

还满足了我男人的虚荣" &

植物伟哥格桑哈吉为什么能获得这么
多人的青睐呢(

原来! 格桑哈吉是香港高科集团从生
长在西藏的天然补肾叶薯蓣中提取的一种
超浓缩活性物质! 叶薯蓣因富含多种维生

素#各种矿物质!以及
牛乳聚糖及阿拉伯聚
糖! 具有增强身体耐
力和强肾补虚的作
用!被称为%性 &福的
加油站" 叶薯蓣经过
高效提纯的格桑哈吉
在全球拥有

$#

年专
利保护! 一粒胶囊的
有 效 浓 度 相 当 于

$#-.

叶薯蓣!能够在不增加神经#肌肉及心
脏负担的情况下使人体血气充盈" 服用后
大部分男人的男性中枢神经密度会增加

+,

/!#,

!男性器官的微血管活性会增加
)#,

"

这绝不同于普通的壮阳补肾! 一旦你的性
中枢神经密度增加! 就意味着你具有了超强
的男性控制力" 在生活中!

(#,

以上的男性都
希望通过夫妻生活彻底征服女人!这时候!男
性控制力的强弱就起着决定作用" 而系统服
用格桑哈吉!无疑给了男人强烈的自信'

一个疗程!即解决所谓的肾虚状况!让男
人正常化" 底子薄#身体差#精力衰#力不从
心#疲软#控制不住等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

二个疗程!恢复年轻小伙时的冲动!动
作挺拔有力!浑身硬朗!轻松跨过

$#

分钟!

一周三次不觉得累"

三个疗程!达到一种自由态!节奏时间
完全自己可以决定!想长就长!想短就短"

只要你想!就可以彻底征服对方" 自信心空
前高涨-

植物伟哥格桑哈吉能全面提升男性控
制力方面毋庸置疑! 但与此同时! 精力充
沛!体能强悍!抗压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
事业成就感也同样相得益彰! 这显然是男
人除了夫妻生活外最为重要的" 而且男人
们普遍对西药产生的副作用心有余悸!绿
色安全有效的格桑哈吉自然让人欣喜若
狂" 众多体验过植物伟哥格桑哈吉妙处的
男人!才真正理解!重振雄风对男人而言!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开端"

格桑哈吉是药监局批准的正规产品!不
含西药和动物鞭类! 被誉为 %绿色植物伟
哥&!全面活化男性大脑皮层#性中枢神经#

男性器官微血管!促进男性器官生长!提升
男人与性有关的所有能力- 适用于阳痿早
泄功能障碍#器官短小#老年器官萎缩#前
列腺炎肥大增生#尿频#尿急等"

为让更多的男性朋友体验格桑哈吉的
妙处!征集免费体验者活动在继续!可通过
电话

)##*0%++0**"

或短信
123

地址到
!+%'(!#$'++

报名申请索取价值
'+

元格桑
哈吉体验装一盒!每日限额

'#

名" 同时公
司每日推出

'#

套特价疗程装产品!

(

天无
效退货! 咨询热线'

)##*0%++0**"

$

#'(!

.

*#%(*(#+

!即日起可开始订购-外地邮购!货
到付款-

%据)青年参考*张峰
>

文$

!!!!!!

近期! 人们突然发

现! 许多男人都在吃一

种叫做 "植物伟哥###

格桑哈吉$的健康品% 在

这些人中不但有政府官

员 &学者 &医生 !还有老

板&白领&出租车司机等!而且凡服用过的人!在提到格桑哈吉

的时候!都显得格外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