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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附近的人”是微信交友的一
种方式。利用微信怎么查看附近的
人呢？微信用户通过手机打开微信
后，在“发现”栏里点击“附近的
人”，然后点击“开始查看”，即可
查找机主位置范围内的微信用户，
其中包括熟人和陌生人。一些不法
分子正是看到了微信这一功能的漏
洞，大肆骗取钱财。

7月27日，河南省台前县人民
法院对一起作案9市62起的团伙信
用卡诈骗案件进行了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涉案的衡培志、韩培磊等 5
名“90 后”被告人在庭审中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衡培志等人交代，2015年 5
月中旬以来，他们通过微信搜“附
近的人”功能，用“办理信用卡”
微信号进行流动行骗。他们每走到
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租房待上一段
时间。被害人因为觉得他们是“附
近的人”，往往会放松警惕。被害
人加他们的微信后，他们就会给被
害人讲一讲怎么办。让被害人去银
行办理一张普通的储蓄卡，并预留
他们提供的手机号码或者绑定手机
号码。在被害人存钱后，他们通过
网络平台将钱转走。

家住淮阳县的被害人刘某就是
通过加“附近的人”，把自己的钱
送到犯罪分子手中的。刘某通过微
信认识了一个推销办理大额信用卡
业务的人，对方微信昵称“陈
晓 ”、 微 信 号 “xinyongka882”。
2015 年 8 月 29 日上午，刘某在家
中两次接到自称是自己朋友陈晓的
电话，说其能帮助刘某办理信用
卡。随后，刘某遵照“陈晓”的吩
咐办理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储蓄卡，
并把其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通过微
信发给了“陈晓”。很快，“陈晓”
又和刘某联系，让其往工商银行卡

上存了 10000 元钱。几分钟后，刘
某发现这 10000 元钱被取走了，给

“陈晓”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了。情急
之下，刘某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

家住台前县打渔陈镇的丁某某
有着相同的经历。2015 年 8 月 26
日，在台前县公安局，丁某某懊悔
不已：“我这是作孽啊，轻信陌生
人，害了自己还害了朋友。”其通
过微信认识了一个推销办理大额信
用卡业务的人，后得知其朋友赵某
正准备办理信用卡，便把能通过微
信办理大额信用卡的信息介绍给赵
某，并用自己的微信帮朋友办理信
用卡，在按照“陈晓”所说的流程
办理信用卡时，好友赵某的 9500
元钱被对方骗走。

令人唏嘘的是，相比行骗者的
狡猾，受害人却大多是社会阅历比
较丰富并且物质条件较好的中青年
男士，其中不乏有人主动加好友，
主动汇款、多次催促被告人帮忙办
理信用卡，直到钱款被转，才发现
自己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该案没有当庭宣判。庭审结束
后，参加旁听的群众连连感叹，微
信、陌陌本来是促进人与人之间感
情的社交工具，是个新兴事物，犯
罪分子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招摇撞骗，这是对善意
的恶意透支，实在是让人寒心。不
过这么多人、这么容易就上当受
骗，的确应当引起大家的警惕。

该案承办法官潘爱英表示，骗
子之所以得手主要与衡培志、韩培
磊团伙的严密精心组织以及他们早
已吃透受害人侥幸、对熟人毫无防
备的心理有关。本案中，衡培志、
韩培磊等人纵然有一套完整的行骗
流程，但骗局中的每个环节并不是
天衣无缝。作为被害人，在急需用
钱、免费办理时，他们往往看到了
通过网络办理信用卡的便捷、低门
槛等诱惑，却忽视了最基本的网络
安全常识，殊不知“天上掉馅饼，
不是大坑就是陷阱”。法官提醒手
机用户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贪图小
便宜，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不要和“附近的人”说话
潘爱英 白淑娟

新华社沈阳7月28日电 2016年7
月 28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原党委
书记隋凤富受贿一案。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3 年 1 月至 2014 年初，被告人
隋凤富利用其担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
三分局局长，农垦总局副局长，局长，
党委书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隋凤金、李云生等
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产

品推广、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妻子邓永琴
等人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1044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隋凤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隋凤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隋凤富的亲属，全国
和辽宁省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
闻记者及各界群众50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被控受贿1000余万元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受审

本报防城港7月28日电 今天
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中国农业银
行北海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黎波
涉嫌受贿一案。公诉机关防城区人民
检察院和被告人黎波及其辩护人到庭
参加诉讼。

公诉机关指控，2009 年至 2013
年间，被告人黎波利用其担任中国农
业银行北海分行机构业务部经理、行
长助理、副行长的职务便利，在办理
银行贷款等业务过程中为房地产开发
商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人民币55万元。

2009 年，由吴某实际控制的北
海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开发

“XX 花园”房地产项目时，因资金
短缺，向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分行申请
贷款 1.2亿元。之后吴某要求时任中
国农业银行北海分行机构业务部经理
的被告人黎波多多关照和跟踪该笔贷
款，在该贷款顺利通过机构业务部的

审核并得到上级分行的审批后，吴某
于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分 3 次送
给黎波“感谢费”共计人民币 37 万
元。

该案将择日宣判。 （招子文）

涉嫌收受房产商55万元“感谢费”

农行北海分行原副行长黎波受审

本报讯 安徽省砀山县一名6岁女
童遭到生母刘某及刘某男友虐待，导致
轻伤一级。女童生父武某遂将刘某起诉
至法院，申请撤销刘某的监护人资格，
指定自己为女童的监护人。近日，安徽
省砀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支

持了武某的诉请。
法院审理查明，女童小美（化名）系

武某与刘某同居期间所生，出生后一直随
刘某生活。2015 年 8 月至 10 月，刘某与
其男友汪某在砀山县砀城镇居住期间，在
管教小美的过程中，多次殴打小美，致小

美身体多处受伤经砀山县公安局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小美的伤情为轻伤一级。刘某
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四
个月，现正在服刑期间。武某已将小美接
回抚养，并在居住地就近入学。

法院认为，刘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小
美的身心健康，不宜再担任小美的监护
人。小美已经随武某生活，武某作为小
美的父亲，是小美的法定监护人，应当
对其承担监护职责。故判决撤销刘某对
小美的监护人资格，由武某对小美承担
监护职责。

（曹 杰 王晓霞）

与男友一起虐待女儿

砀山虐童母亲被撤销监护资格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员
甘祝德 秦艳丽）近日，湖北省南漳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父神教”邪教组
织案，该邪教组织是“全能教”的变异
组织。被告人王某因犯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
非法所得人民币1.99万元，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

据悉，山西籍妇女王某现年 45
岁，1996 年在山西参加了“父神教”

（又叫“团体基督”）。2013 年以来，
王某先后在湖北省襄阳市、河南省周口
市、陕西省西安市等地从事邪教活动，

宣扬一些败坏伦理风俗的观念。2014
年 6 月王某被高某任命为“24”（内部
编号），领导两个下线高某某、李某传

播邪教。2014年，王某通过手机QQ邮
箱向高某某、李某、周某等人传播“父
神教”资料。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行政法
规实施，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予以破
坏，妨害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
统一、正确、有效地实施。其行为
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

南漳宣判一邪教组织案
一名“父神教”成员获刑三年

图为庭审现场。 招子文 摄

2016年 2月26日，砀山县法院开
庭审理“砀山虐童案”，小美母亲刘某
及母亲男友汪某被指控涉嫌故意伤害
罪。庭审还原了虐童案的细节，刘某及
汪某的暴力虐童行为令人发指，让人匪
夷所思的是刘某居然当庭辩称“打孩子
是因为自己要求太高”。

在学校老师的印象中，小美是个乖
巧好学的好孩子。然而，在刘某看来，
女儿的表现未能达到她的要求，经常打
她。最严重的施暴发生在2015年10月
的一天。当时，刘某认为女儿“写作业
不听话”，顿时火冒三丈，让小美趴在
床上，将其双手绑起来，找来一根电线
卷成麻花状，朝着孩子的屁股上猛抽。
打了20几下后，电线断了，刘某又用
钳子剪了一截电线，继续殴打，直到孩

子的屁股被打烂流血。而此时已经丧心
病狂的刘某竟然让汪某拿来了盐，用水
化开，涂抹在孩子的伤口上。还不解
恨，刘某自己又去厨房拿了细长的红辣
椒，撒在伤口上。遭受这般非人虐待，
小美却不敢哭出声来。

小美不仅面临母亲的伤害，还要
忍受母亲同居男友花样百出的虐待。
据汪某交代，他曾用烟头和刚煮沸水
的热水壶烫过小美，还曾用甲鱼吓唬
过孩子。虽然有时刘某在场，却从未加
以制止。

庭审中，小美的援助律师蔡保惠还
出具了一份病历，证明近期小美臀部的
伤口疤痕出现了感染，需要住院治疗，
而且医院建议小美接受植皮手术，所需
费用为6万元。

■相关链接■

庭审曝光施暴细节
近年来，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新

闻屡见报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早
在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制定了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监护侵害行
为加大了惩处力度。但是尽管如此，各
种监护侵害行为还是时有发生，未成年
人权益保障的状况依然令人担忧。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谓监护侵
害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性侵害、出
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
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等行为。由于监护侵害行为大
都是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按

照传统观念属于父母的管教行为，是
“家务事”，外人很难介入其中。同时，
一般都发生在家里和不易被人发觉的场
所，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也很难及时获得
必要的帮助。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对此
类行为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大
宣传，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
害和后果。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是全社会的义务，对于监护侵害行
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
或者举报。

随着国家公权力越来越多地介入监
护领域，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确
立，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在这
个领域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未
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各种监护侵害行为终将被杜绝。

■新闻观察■

如何杜绝监护侵害？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7月29日（总第6736期）

申 请 人 福建省泉州恒达制药有限公司 因 编 号 为
3140005125310486，票面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泉州致胜工贸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凌蓝星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年 6月 16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12月 16日，汇票最后持
有人为申请人，出票行为泉州农商银行江南支行的该份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一百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福建省泉州恒达制药有限公司 因 编 号 为

3140005125310485，票面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泉州致胜工贸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凌蓝星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年 6月 16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12月 16日，汇票最后持
有人为申请人，出票行为泉州农商银行江南支行的该份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一百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喜盈盈(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号 3140005125310157，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泉
州洛江绮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市支行，收款人为泉晋江真诚贸易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2016年5月4日，到期日为2016年11月4日。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中 山 市 古 镇 昌 鸿 彩 印 厂 因 持 有 号 码 为
1030443037031746的普通支票1张(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古镇华廷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镇昌鸿彩印厂，票面
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横栏镇亮信五金加工店因持有号码为

30606081的普通支票1张(付款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横栏四沙支行，出票人中山市横栏镇双福五金销售部，票面金
额5650元，收款人中山市横栏镇亮信五金加工店) 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 请 人中山市古镇耀腾玻璃加工厂因 持 有 号 码 为
1050443033502090的磁码支票1张(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乐丰支行，出票人广东秦粤物流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8829元，收款人中山市古镇耀腾玻璃加工厂) 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 请 人临漳县墨龙碳素有限公司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31300052 28254171、出票金额为 10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酒便
利商业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8日、收款人
为郑州乾溢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8日、持票
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洛阳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金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7535613、出票金额为 10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市大
鹏针织服饰用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7日、收款人
为郑州市鹏展服饰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7日、持

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洛阳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第二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600051 21493644、出票金额为5万元整、出票人为洛阳市豫瑞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2月 11日、收款人为伊
川县优凯机械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11日、持票人
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发银行郑州分行郑花路支行本部的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大明消毒科技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8254160、出票金额为 10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酒便
利商业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8日、收款人
为郑州乾溢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8日、持票
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洛阳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涿州市万鑫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宣告票据

无效一案。付款人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6月 30
日开具一份收款人为涿州市万鑫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开户银行
为农行武汉汉南支行，金额为 190000元, 到期日为 2016年 9月

30日，编号为 23468133的商业承兑汇票。上述汇票申请人在持
有过程中遗失，于2016年7月6日向本院申请宣告该票据无效，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除权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途顺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商业承兑汇票三张，票
号 00100061/26396082、 00100061/26396083、 00100061/
26396084，其中票号00100061/26396082、00100061/26396083，面
额20万元整，票号00100061/26396084面额10万元整。付款人山
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
款人湖南途顺工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1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12月1日，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申请人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公告截止日为2016年
12月1日，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截止日期之前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远基因遗失股票（票面号0092971至0092982，出票

人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每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000元整，背
书人石远基）拾贰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届
满，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
长沙易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票据号码为

00100061 21021118商业承兑汇票遗失，票面金额为陆拾伍万玖
仟贰佰伍拾陆元肆角柒分，出票人为岳阳金瑞置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长沙易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岳阳分行
德胜支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25日，到期日期为2016年11月
25日，最后持票人为长沙易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海安农村商
业银行于2016年1月29日办理的出票人为南通顺雅贸易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额为2万元，
票号为31400051/27053711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富燕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民生银行常
州 天 宁 支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票 号 为
3050005325563866，票面金额为 12000元整，出票人为常州高达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7日，收款人为常州
高氏工程塑料模具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 12月 25日止，期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帝驰化学(上海)有限公司因遗失中信银行江都支行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日期2016年3月10日，汇票号码30200053
26063079，票面金额人民币 2万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6年 9月 10
日，出票人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市江都区申江
物资有限公司，该汇票已经过多次背书，申请人即为失票前的最后
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倘若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天普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31600051
20604197，面额人民币45,881.60元，出票人铁法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收款人铁煤集体企业联合发展有限
公司，付款银行浙商银行沈阳分行运营中心，出票日期2016年1
月20日，到期日2016年7月20日。经审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
院予以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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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高 辰）7月25日，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县第一
起从事校车业务危险驾驶案件。为预防
今后此类违法犯罪的发生、保证学生安全
乘坐校车、让家长放心、保学校平安，确山
法院不仅向县教育局发出司法建议，还组
织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各中小学负责人
等100余人旁听了本案的审理。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 6月 12日 13

时31分，被告人周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
客车载多名确山县德鸿实验学校学生和
一名教师，沿确山县普新路由南往北行
驶至确山县任普路交叉口南100米路段

处，被当场查获。经核实，该车核定载客
7 人，实际载客 16 人，周某从事校车业
务，载客超过额定成员 128.57%，属严重
超载驾驶。

周某在庭审中对检方的指控没有异
议，并当庭忏悔，表示已经认识到错误和
问题的严重性。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驾驶机
动车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员
载客，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
人周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根据刑
法的相关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
人周某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7座车竟然载客16人

确山一校车超载驾驶员被判刑

庭审结束后，该起案件的承办法官
高辰对参加旁听的相关部门负责人阐述
了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从事校车业务
严重超载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相关法
律规定，并提醒广大中小学、幼儿园所
有人、管理人及驾驶员，要充分认识校
车超载的危险性，重视校车安全，从自
身做起，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场负责人纷纷表示法院的判决对于从
事校车营运业务的人起到了很好的教育
警示作用，他们说今后一定要从这个案
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管理，让安全驾驶
意识深入人心。

高辰介绍说：刑法修正案（九）规
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 追
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 醉酒驾驶
机动车的；（三） 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

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
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 违反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
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
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
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连线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