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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春季治安管控保民安

本报讯 为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夏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多措
并举，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防范，结合
春季“严打”重点，全方位开展打防行
动。

一是护送存取款保平安。居民现
金存取往往会引起犯罪分子的关注。
城关派出所提前预警，专门明确巡逻
中队为大额取款人提供护送服务，确
保城区不发生取款人被抢案件。二是
宣传防范促平安。城关派出所为提高
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组织民警向辖
区群众发放防火、防盗、防毒、防治安
灾害事故等安全防范知识宣传单。三
是积极开展追逃行动，针对逃犯明确
责任，发挥民警最大潜能。在逃人员
责任抓捕组长和在逃人员家庭所在责
任区民警每周汇总工作情况，保证本
单位案件在逃人员最少。该所还通过
多种形式的走访活动，使城区案件比
去年同期下降 13.47％，提高了城区居
民的安全感和满意率。 （丁刚）

宾馆吸毒当场被查

本报讯 新乡市公安局耿黄分局
通过侦查，发现一伙疑似吸毒人员。
2015 年 3 月 21 日下午，警方在新乡市
五一路一宾馆房间内将正在吸食冰毒
的违法行为人靳某、李某当场查获，现
场查获吸毒工具、疑似毒品等。经对
靳某、李某现场尿液检测，结果呈阳
性，靳某、李某对其吸食毒品并从事卖
淫嫖娼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二人均
被行政拘留。 （刘会永 丁强）

开展春季集中培训
教育社区矫正对象

本报讯 为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的管
理，确保社会稳定，近日，清丰县司法局
对全县 307名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集中
教育培训。一是学习了社区矫正实施
管理办法及有关的法律知识；二是加
强思想教育，要求矫正对象树立服刑
意识；三是让矫正对象写思想汇报，汇
报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张晓静）

本报讯 自 3 月份以来，上蔡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展开了对毒品犯罪的凌厉攻
势。该局多措并举、全线出击，形成高压
态势。参战民警经过严密部署、扩展线
索、串并信息，在“百城禁毒会战”中取得
显著成绩，共刑事拘留 2 人，强制戒毒 1
人，治安拘留 2人，新发现吸毒人员 3人。
这是该局多年来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动
的又一成果。

警方对涉毒案件经过认真分析，发现
抓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中，本县籍人员比
例明显上升，一定程度反映了“毒品犯罪
本地化”趋势。对此，上蔡警方明确表示
要强化对毒品的源头控制，严厉打击毒品
犯罪，绝对不让毒品犯罪抬头。（王威明）

本报讯 近日，民权县公安局老颜集
派出所组织民警在老颜集乡集会上摆摊
设点，开展“抵制毒品、参与禁毒”法制宣
传活动。派出所指导员朱栋峰带领民警
闫昆在人流密集处张贴禁毒宣传标语，
并向过往群众散发各类禁毒法制宣传
单，热情接待群众咨询，详细向他们宣讲
毒品的危害，讲解预防知识及禁毒法律
法规政策，呼吁群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抵制毒品诱惑，积极举报涉毒线索，与各
种涉毒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

通过这次活动，民警进一步普及了
禁毒知识和毒品的危害性，增强了广大
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真正形成
了人人参与禁毒工作的良好局面。

（朱栋峰）

12 E-mail:hnfzbfzsb@126.comHENAN LEGAL DAILY
法在身边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张 杰杰 校对校对 王晓林王晓林

20152015//0303//2626

身边的事儿

普及禁毒知识
增强群众防毒意识

多措并举全线出击
“百城禁毒会战”取得良好成绩

三门峡的老员（化名）虽说是农村人，
却常年住在城里贩卖瓜果蔬菜，顺便也把
女儿嫁给了在城里打工的刘兴（化名）。翁
婿二人若是心胸宽大、知道相互照应，也便
没有那么多矛盾。正应了“不是冤家不聚
头”那句话，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老员
和刘兴时常针尖对麦芒。

2013年 10月 19日下午，老员到建设路
一单位家属院门口，找女婿刘兴索要女儿
的养老金和土地流转金。话没说几句，两
人因言语不合竟然动起手来，在大街上打
作一团。有人报警，民警处警。经公安机
关教育处理，这翁婿两人达成和解协议：女
婿刘兴向岳父老员赔礼道歉，并自愿协商
调解，不需要公安机关处理。

一场纠纷本该就此偃旗息鼓，可后来
老员到诊所疗伤，共花去医疗费 468.60元，
他拿着条子找刘兴讨要医疗费，往返几次
始终无果。最后，老员以侵害其健康权为
由，一纸诉状把刘兴起诉到法院，要求其赔
偿损失 2400 元。随后老员又变更诉讼请
求，要求对方赔偿14655.62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侵权行为给他人
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老员
和刘兴因言语不合打架，虽经公安机关调
解，双方纠纷并没有解决，致使老员诉至法
院。法院查明老员医疗费损失468.60元，根
据其受伤程度，认定其误工时间为 1个月，
参照2013年度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2398.03 元计算，误工费应为 1866.50
元。法院遂判决刘兴赔偿老员医疗费、误
工费、交通费共计2385.1元。

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判
决提起上诉。

老员上诉称：“我被刘兴殴打后一直断

断续续治疗，一审对我后续医疗费不予认
定，也未支持我受伤治疗期间的误工损失、
货物损失等。请求法院依法改判。”

刘兴上诉称：“发生争执后的一个月，
老员都在卖水果，不存在误工损失；老员跑
到我单位门口闹事，其自身存在过错，应当
承担相应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改判。”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事实
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认定一审判决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作出终审判
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医疗费认定，老员
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未认定的医疗费
与本案纠纷有关联性，且其提交的证据时
间上相互矛盾，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老
员治疗情况，对其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
助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老员主张的货物
损失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法

院不予支持；刘兴称老员事发后仍正常经
营水果生意，不存在误工损失，但并未提交
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认定老员误工费
并无不当；刘兴称老员对本案纠纷发生具
有过错，却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
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作为一起健康权侵权纠纷，法院
判决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

主审法官提醒，民事案件审理原则是
谁主张谁举证，法庭上是要依靠证据来说
话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
提供证据。本案二审中，对于老员说一审
法院没有依据损害事实，判令被告赔得太
少；刘兴说受害方捏造事实，嫌一审法院判
令赔得太多的说法，因双方都是仅仅向法
院提出要求，却又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
据予以支持，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完全具有法律依据。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赵荣）

2008 年 1 月 7 日，李某与高某
登记结婚。2012 年 2 月 4 日，夫妻
二人生育一男孩李小某。2013 年
10月10日，夫妻二人因感情不和到
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
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

该协议书约定孩子李小某随
母亲高某生活，孩子抚养费双方各
承担一半，丈夫随时可以探视孩
子。离婚后，高某却未将孩子接到
自己身边生活，孩子仍跟随李某生
活。随后，高某失去联系，下落不
明。李某无奈，将高某告上法庭，
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高某承担必
要的抚养费。

近日，镇平县法院审理认为，
父母对婚生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
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
的离婚而解除。离婚后，为了孩子
的健康成长，夫妻一方有权要求变
更抚养关系。原告李某与被告高
某协议离婚时，约定孩子随高某生
活，而高某却下落不明，无法尽到
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义务，孩子一直
随原告李某生活。为了孩子的健
康成长，应当变更孩子抚养权，由
李某抚养小孩李小某，高某负担必
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据此，法院
依法判决孩子李小某随原告李某
生活，被告高某每年12月31日前支
付孩子抚养费至其年满 18 周岁
止。（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李世顺 徐明奇）

2014年6月7日、8日，是高考的日子。大
部分考生都在严肃而紧张的气氛中走进了考
场。而在考场外，也有两个年轻人沉浸在紧
张的气氛中，他们做的事情也与高考有关
——向考场内输送答案。

付某通过互联网从刘某（网名“本硕”，另
案处理）处购买2014年高考试题答案，伙同被
告人朱某利用云端发射器和橡皮接收器，将
高考试题答案发送给在虞城县某考场内的
2014级高考考生孔某。同时，付某还伙同他
人采用同样的方式将高考试题答案发送给兰
考县某考场内的高考考生陈某等人，并以此
牟利。

3月 23日，虞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付某以收买的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
密，并伙同被告人朱某及其他人故意泄露国

家秘密，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系共同犯罪，遂根据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
大小，分别判处付某、朱某有期徒刑一年和有
期徒刑十个月，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宣判后，被告人付某、朱某未当庭提起上
诉。

案件承办法官王清华介绍说，付某、朱某
均出生于 1989 年，两人又系某大学的同学。
作为本科毕业生，两人并没有将自己的聪明
才智用到如何实现自己人生的创业上，而是
为了蝇头小利将自己送入了高墙。作为新时
期的大学生，不能说这两人不懂法律。分析
犯罪原因，王清华痛心地说，两人均来自农
村，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这不应成为他们获取
非法利益的理由。希望广大高校学生引以为
戒，莫受网络上的不良思想影响，走好自己的
人生路。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陈金华许全海 李奎）

话不投机 翁婿打作一团
赔偿数额协商不成 法官依证据断案

俩大学生买卖高考答案
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母亲下落不明
父亲有权变更儿子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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