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起维权案例 教你做“精明”消费者
兰考县公安局

持续追逃，劝两名逃犯自首

玩抖音暴露行踪
被法院抓个正着

原阳县靳堂乡包西村驻村第一书记窦森

为扶贫带来“正能量”

原阳县靳堂乡包西村驻村第一书

记窦森任职以来，入农户，下田地，抓党

建，带班子，促脱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包西村共有490户2080人，2880

亩耕地，贫困户30户74人。全村没有

集体经济收入，群众主要收入来源为种

植传统农作物和外出务工。为增加群

众收入，窦森带领村“两委”干部创新思

路，依托村地理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充

分利用各项帮扶政策，积极探索经济发

展新路子，引导农户种植优质林果，发

展畜牧养殖业，培育薯苗，进行木材加

工等，并积极跑项目、引资金，为村里新

修道路1000米，安装路灯96盏，修建

1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以及标准化卫

生室。同时，联姻带贫企业和农业产业

化合作社，带动37户农民增加收入。

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

群众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包西村的老

党员、老干部以及村民们纷纷感慨道：

“俺村能有这么一个第一书记，一心想

农民所想，急群众所急，真是给俺村增

添了‘正能量’！”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吴晶晶

来自原阳脱贫攻坚一线的报道来自原阳脱贫攻坚一线的报道 2020

机器出现同一故障多次维修仍然不
行，买的商品以次充好，盲目相信街头“偏
方”却没效果……面对这些消费侵权行为，
您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维权日来
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四个典型案
例，告诉您如何理性维权，做一个“精明”
的消费者。

近日，欧某、黄某来到兰考县公

安局考城派出所自首，至此，“2018·

6·7”网络诈骗案的几名主要成员全

部落入法网。

2018年6月7日，兰考县公安局考

城派出所根据县局要求进行清理清查

时，在兰考县文体路与裕禄大道附近

的一处小院内发现一网络诈骗团伙窝

点。该团伙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采

用虚假的女性身份申请添加受害人为

好友，成功后通过聊天一步步利诱、色

诱受害人，邀请受害人投资虚拟的外汇

平台，从中获利。

当日，兰考县公安局将该窝点一网

打尽，大部分成员被抓捕，但由于该团伙

主要成员欧某、黄某在抓捕时未在案发

现场，未能抓捕归案。后虽多次对两人

实施抓捕行动，都未能成功，于是兰考县

公安局将两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今年春节过后，兰考县公安局开

展了“雷霆2号”追逃行动。根据行动

要求，考城派出所将追捕犯罪嫌疑人

欧某、黄某排在工作前列，且兵分两

路，一路负责追捕欧某，一路对黄某进

行追捕。在追捕的同时，该所所长王

金东还不断去两人家中对其家属讲政

策、摆利弊。

3月1日，犯罪嫌疑人欧某、黄某迫

于压力主动自首，现两人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黄胜亮）

抖音现在已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社

交软件，被执行人王某经常玩抖音，但他

没想到的是，玩抖音竟然暴露了自己的行

踪，被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执行员抓个

正着。

李某诉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上

街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

解协议，被告王某承诺两周内归还李某借

款2.3万元。可是到了最后还款期，王某

却踪迹全无。今年1月，李某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执行员利用多种侦查手

段均未发现王某行踪，并且通过网络查控

系统也未发现王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

行一度陷入困境。

3月2日，申请人李某观看抖音时，通

过关联手机号，发现“失踪已久”的被执行人

王某居然正在抖音上和朋友一起玩直播，

李某当即将情况告知了执行员。执行员

添加王某为抖音好友，谎称自己是王某的

粉丝，和他聊得火热，并表示非常崇拜王某，

想跟他见一面。得意忘形的王某信以为

真，向执行员透露了自己的位置。

得知王某藏身的具体地点后，执行员

立刻驱车前往，成功将其带回法院。因王

某拒不如实向法院申报财产，且故意躲避

企图规避执行，被司法拘留15日。

（吴玥雯）

泌阳县供电公司
开展计量箱“三封一锁”专项治理

3月6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杨

家集供电所开展“三封一锁”专项整治

工作，此次整治主要是检查用户的安

全用电情况，开展现场表计、接线端子

及计量柜的治理和排查。

“三封一锁”为表计、端子、互感器

铅封以及计量箱锁。通过开展“三封一

锁”，可以梳理客户侧的计量装置和受

电装置，并对客户的用电设备进行安全

检查，检查窃电、违章用电现象，同时也

可及时发现计量装置故障，尽可能减少

电量的损失。

此次普查工作分线路、台区进行

检查，要求做到“表表必封、表表必

查”，认真核实表条形码、铅封号码、

电表容量，现场填写检查单。集中检

查表箱安全隐患，表计封印、表箱、表

计清洁卫生，对专变用户的表箱观察

孔洞进行封堵，对接线凌乱等一般安

全隐患及缺陷进行了处理，同时检查

是否存在“黑户”、临时用电情况，并

进行表箱加封，防止窃电、违章用电

行为，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

经过检查后的台区计量表箱做到

表计100%加封，表箱、表计100%清

洁，达到提升计量运行水平，降低管理

线损，消除表箱和计量表计的安全隐

患。在开展专项整治中，工作人员还

向用户宣传安全用电常识。(王丽娟)

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未来花园社区
齐心协力共创美好城市

为进一步深化路长制责任，改善城

市面貌，近日，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

道办事处未来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联合威望物业工作人员进行清扫街道

工作，上下齐心协力，加强联动，密切配

合，共同努力为辖区群众营造一个干

净、整洁、美观的城市环境。（胡一博）

近年来，鲁山县围绕打造服务型基层

党组织，突出五个抓手，全面提升基层党组

织建设水平，有效服务了全县中心大局。

突出阵地建设标准化。围绕规范党

建氛围、规范标识标牌、规范功能分区等，

制定村级组织“九个规范化”建设标准，结

合“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指导村级

组织对标创建、规范提升，厚植党建根基，

打造了团城乡寺沟村、辛集乡三西村等

200多个基层党建标杆村，村室面貌焕然

一新，服务功能日益完善，有效提升了基

层组织的吸引力。

突出教育管理信息化。该县建立了

无线广播服务系统，村村组组通无线广

播，按照早、中、晚三个时段，播放党的十

九大精神、扶贫政策、文明新风等，把党的

声音及时传遍山城大地。建成集视频会

议、实时监督、党课直播等功能于一体的

县、乡、村三级党建信息化系统，县委组织

部定期邀请党建专家、扶贫骨干等远程授

课，教育培训到支部；同时，对基层党支部

“三会一课”、议事决策等进行远程指导，

推进工作规范开展。

突出服务群众规范化。该县建立了

县、乡、村党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站）三

级便民服务体系，采取“五四三”工作模

式，在县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突出“综合服

务、体系管理、统筹协调、督导问效、考评

奖惩”五项职能，牵头抓管理，当好服务龙

头；在乡镇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突出“项目

设置、管理运行、规范服务、责任落实”四

个有形化，搞好上下协调，当好服务纽带；

在村党群综合服务站突出“值班、代办、集

中”三项服务，当好服务先锋。为提升服

务水平，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该县还对村党群综合服务站实行值

班星、卫生星、代办星、记录星、服务星“五

星级”管理，对照标准，考评定星，推进规

范服务。一年来，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累计

发布劳务信息、致富项目9000余条，办理

服务事项45万余件（次）。

突出作用发挥长效化。为破解农村

党员作用发挥不到位的问题，该县把农村

党员编入产业党组织，认领政策宣讲、技

术指导、销售服务等产业发展示范岗，设

岗定责、积分管理、量化考评，激活了农村

党员群体的“一池春水”，促使其在产业发

展中挑大梁、当先锋。辛集乡葡萄产业党

总支的88名党员，示范引领2800多户农

户，种植葡萄1万余亩，年产值1亿多元，

带动410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突出奖惩问效严格化。为健全激励

机制，调动农村工作积极性，该县开展了

“五面红旗村”“五星家庭”“五好党员”等

评选活动，对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

表彰，激发工作热情。同时，实行月计划、

周落实、季观摩、年奖惩考核机制，对工作

落实不到位的，按照《鲁山县基层党建问

责办法（试行）》进行问责，用好奖惩两个

抓手，督促耕好“责任田”。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强组织、抓队

伍、优服务、明奖惩，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和社会号召力，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该县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文晓凡说。

◀3月6日，洛宁县公安局组织全县

公安机关各警种各部门的20多名女警

代表深入分包贫困村赵村镇南丰村，扎

实有效地开展“脱贫攻坚展英姿，巾帼聚

力建新功”精准帮扶活动。张伯伟摄

3月9日11时许，新

郑市公安局交巡警一中队

辅警崔占浩正在路口执

勤，突然发现一个三四岁

的小男孩闯红灯，身边也

没有大人，于是赶紧跑上

前拉住小男孩。找不到家

人的小家伙儿哭个不停，

崔占浩问什么都不回答。

崔占浩只好一边安抚孩子

的情绪，一边四处找寻其

家人，最后终于将孩子交

给了他妈妈。刘艳摄

买到“泡水”车怎么办？机器修理多次仍不好如何维权？——

鲁山县“五突出”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黄高鹏

被告人武某在南召县某镇经营的胡

辣汤店，自2009年7月开业以来，一直使

用从王某（另案处理）处购买的粉条加工

胡辣汤。2018年6月20日，南召县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食品进行抽样检

测，并对被告人所经营的胡辣汤原材料进

行检测。经鉴定，被告人武某生产胡辣汤

所使用的粉条铝的残留量项目不符合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法院判决：被告人武某犯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禁止被告人武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

食品生产、销售活动。

法官说法：民以食为天，被告人武某

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使用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粉条生产食品并销售，足以造

成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构成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告人

武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

的犯罪性质、销售数量、认罪态度、坦白等

量刑情节，依法可以使用缓刑。（本报记

者曹国宏通讯员刘亚磊郑娜）

2010年以来，被告人罗某等人在未

取得药品生产和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

情况下，自行从市场上购买中药材、药

品制作工具等，伪造产品批号、医疗机

构、药品标签，在家中自制“乙肝丸”。

罗某等人不仅坐诊给病人开药，还通过

快递以邮寄的方式销售该药。经南阳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鉴定“乙肝丸”

为假药。2016年9月，罗某等人主动到

派出所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

法院判决：罗某犯生产、销售假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3000元，禁止罗某等人在缓刑

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等活动。

法官说法：民间偏方不可盲目相信，

没有经过科学诊断就盲目找“偏方”进行

治疗，有可能达不到治疗的效果，还会起

到反作用。本案中，罗某等人在未取得

药品生产和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没有

得到相关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即擅自生

产、销售“乙肝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

生产、销售假药罪。

2017年8月，原告陈某从被告娄某

处购买了被告某农机公司生产的自走

式花生（捡拾）收获机一台，并支付被告

娄某现金16.7万元。原告购买机器后的

当年秋季，该机器即出现故障，经被告娄

某联系，被告某农机公司多次派公司技

术员进行维修，但一直未修好，至2018

年秋季该花生收获机一直处于不能使用

状态。为此，原告于2018年8月3日诉

至法院请求返还购机款，并赔偿损失。

法院判决：原告陈某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将机器退还被告某农机公司，由

某农机公司自行拖走，费用自理。被告

某农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

告陈某购机款16.5万元，并赔偿原告陈

某损失16.5万元，合计共33万元；被告娄

某对被告某农机公司支付原告陈某33万

元承担补充责任。

法官说法：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

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保留好购物凭证，以

便出现问题时方便维权。本案中，被告

某农机公司作为设备的生产者，需对其

产品质量负责。原告陈某购买的农机设

备，当年秋季即反复出现故障，经多次维

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说明产品质量不

合格，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

合同解除的条件，双方的买卖合同应予

解除。二被告提供不合格商品有欺诈行

为，应按照原告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

顾某在唐河县城区经营二手车生

意。2017年9月，被告陈某以11.5万元

的价格将一辆二手大众凌度轿车卖给顾

某，但并未如实告知顾某该车为水淹车，

双方签订售车协议。同月，顾某又将该车

卖给案外人曹某，曹某又将该车转卖于第

三人，后第三人发现该车为水淹车，为此

与曹某交涉，曹某又向原告顾某追要该损

失。顾某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与陈某签订

的售车协议，退还购车款并赔偿损失。

法院判决：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原

告顾某与被告陈某签订的售车协议，返还

购车款支付利息，并赔偿顾某经济损失2

万元，顾某将车辆返还陈某。

法官说法：泡水车，顾名思义就是被水

浸泡过的车辆。法官提醒，有的泡水车受损

严重，就算修复后也存在安全隐患，尽量不

要贪便宜购买。本案中，被告陈某作为车辆

出卖人，有义务将所售车辆的真实情况告知

原告，使原告作出是否购车的真实意思表

示。然而，被告主观上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系

水淹车的事实，客观上也实施了隐瞒的行为，

致使原告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其行为也符

合欺诈的构成要件。故原告请求撤销与被

告签订的售车协议，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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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遇到“泡水”车
协议撤销

机器修理多次仍不行 双倍赔偿

伪造产品批号生产药品 判刑罚款

胡辣汤粉条铝超标 店主被判刑

▲3月8日，正阳县检察院组织女干

警深入该县产业集聚区，为企业女工讲

解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劳动合同法等

法律知识，为女职工撑起权益“保护

伞”。孟虎周道海摄

近日，遂平县检察院组织干警走进

校园，为学生讲解交通安全、防拐骗、防

性侵等法治知识。近年来，遂平县检察

院不断延伸检察工作触角，呵护未成年

人成长。

据了解，遂平县检察院未检部门与

团县委、法院、公安、妇联、教育等部门相

互配合，形成保护合力，以防治校园暴

力、远离性侵害、自我保护等为主题，采

取知识讲座、面对面交流、设立咨询台、

播放“微电影”等方式，不断推进“送法五

进”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让未成年人

感受到法治的温暖。

为了营造关爱未成年人的社会氛

围，遂平县检察院未检部门强化法律宣

传意识，运用遂平县检察院微博、微信、

今日头条等官方公众号及媒体互动平

台，线上线下形成合力，扩大未检工作的

影响力。此外，还设计制作了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500余册，发放于

学校、社区、农村和家庭，取得了良好效

果。（马聪洋霍力）

遂平县检察院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