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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跌进污水沟

巡逻民警助脱险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武书强

熊建）3 月 10 日, 来自北京的 3 名客商在南
召县考察时，其中两人因路况不熟，不慎跌
入污水沟内，正巧被巡逻的民警发现。 在民
警帮助下顺利脱险。

当日 22 时许，北京市某公司来南召县考
察投资环境的 3 名客商在新世纪大道散步
时，因对路况环境不熟，其中两名客商不小心
坠入街道南侧一处正在清理的污水沟中。 水
沟里污水过膝，还有污泥和碎玻璃、石块等杂
物，随时都有可能将两人的双脚划伤，情况十
分紧急。

恰在此时， 在该路段巡查的民警听到呼
救声，连忙跑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找来梯子
和绳子，把梯子系上绳子放进沟里，并由一名
民警下到沟底，把两名客商从污水中拉出，之
后又将其送到医院检查， 确认他们身体无碍
后才放心离去。 ⑥3

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 还欲毁车灭迹

民警 4 个半小时抓获嫌疑人

拖欠材料款不还

浴池之中被抓获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王新兵）3

月 12日晚，社旗县人民法院接到“老赖”贺某在
漯河某洗浴中心落网的信息后，连夜赶赴当地。

据了解，贺某从事装修行业，三年前在社
旗县某装饰材料门市部采购建材未付款，经
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后， 被诉至社旗县人民法
院。 法庭判决贺某给付原告货款 2.8 万元，但
判决生效后，贺某却踪影难觅。

今年年初， 贺某在漯河市承揽了装修工
程。 3 月 12 日晚上登记入住某洗浴中心，谁知
没多久就被公安民警发现并带回派出所。 法
院执行干警接到贺某被控制的消息后， 连夜
前往，于凌晨 2 点抵达漯河，与公安机关办完
交接手续后，连夜将贺某带回社旗。 贺某被擒
后，当即与家人联系，把执行款打入法院执行
局指定账户，此案顺利执结。 ⑥3

男扮女装骗彩礼

构成诈骗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王淼 王

崇）男扮女装并化名，谎称与他人结婚骗取钱
财 8 万余元。 近日，该案经过镇平县人民法院
审理，以诈骗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
罚金 1 万元， 并责令周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
日内退还被害人郝某损失共计 8 万元。

去年 4 月，周某男扮女装化名“李某”，
谎称与郝某结婚，短短两个月，先后以要彩
礼钱为由从郝某处骗得现金 6 万元，并又以
准备结婚购买首饰为由从郝某处骗走现金 2
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周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
物，因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据
相关法规，遂作出上述判决。 ⑥3

逢周末就不休 逢吃饭就晚点 只为劝导双方当事人

新野法院法官，好样的！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赵晓东 周建娜）
“这挂鞭炮必须放，我要让
全城人都知道你们做的好
事！ ”“不行不行， 这个真
不能放......”近日，两名七
旬老人在新野县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与两名法官
推搡，远观好似在争吵，走
近一看， 才知道这两名老
人为了向法官道谢， 专程
送来了锦旗， 还执意要放
鞭炮， 法官为了劝其收回
鞭炮才有了这一幕。

原来， 最近该法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成功调解了
5 起案件， 均是民间借贷
纠纷案，被告人为同一人。

原告刘某与被告孟

某系多年好友，近年来孟
某以多种理由向刘某借
款 20 余万元， 并通过刘
某向张某等 4 人借款共
计 18 万余元。 2018 年孟
某身患重病，刘某等人到
孟某家中说明借款情况。
孟某称没有能力偿还，且
孟某家人表示不知道借
款此事。 刘某等人感到要
账无望后，于今年 1 月 22
日提出诉讼，要求孟某偿
还本金和利息共计 44 万
余元。

法官张晓静与王瑞朋
在接到该案后， 找到身患
重病且住院治疗的孟某，
考虑到当时正临近春节，
如果能在春节前审结此

案， 不仅孟某可以安心养
病， 双方当事人也都能过
个愉快的春节。

于是， 审判团队认真
制定了案件审理方案，多
次找到孟某劝导， 劝其放
下思想包袱， 正确面对该
纠纷。 并劝导原告刘某等
人看在与孟某多年好友的
情份和其已身患重病的实
情，希望作出让步。

经过多次调解， 法官
成功说服张某等 4 人与孟
某达成调解协议， 孟某约
定在半年内偿还张某等人
本金， 张某等人也愿放弃
利息部分。 刘某在与孟某
经过春节期间的账目清算
后， 于春节过后达成调解

协议。
孟某在与张某等人

达成调解协议后，感激地
对法官说：“为了我的事
儿， 你们跑了这么多趟，
是你们让我知道了诚信
的重要性！ 就算我身患重
病， 也不能欠钱不还，这
几个案件调解了，我也能
安心养病了。 ”

“我永远都会记得 ，
你们为了我的案子，忙
到中午一点不吃饭 ，双
休日也连轴转 。 请你们
吃饭，你们都坚决不去，
真是廉洁的好法官 ，我
打心眼儿里佩服你们！ ”
刘某拉着王法官的手激
动地说。 ⑥3

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卧龙分局、梅溪派出所联
合到辖区内开展假冒伪劣
产品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
图为 3 月 14 日， 执法人员
在市区一商店检查现场⑥3

通讯员 贾耀河 摄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
通讯员 李笑然）3 月 14
日 7 时 13 分，市城区车站
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南 80
米处， 一辆三轮车肇事致
人死亡后逃逸。 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事故处理二大队
接警后仅用 4 个半小时抓
获肇事者，成功破案。

当日 7 时 20 许，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事故处理二
大队值班民警王峰、 高冠
斌接报： 在南阳市车站路
与八一路交叉口南侧 80
米处， 一辆电动三轮车与
一辆两轮摩托相撞， 摩托
车驾驶人死亡， 电动三轮
车逃逸。王峰、高冠斌迅速
到达现场进行勘察。 到达
现场后， 看到死者年轻的
面容，惨烈的现场，民警暗
下决心， 一定要想方设法
尽快破获此案， 给逝者一
个公道。 大队长毕晓涛接
到汇报后， 立即启动逃逸

案件侦破应急机制， 成立
专案组， 全力展开破案工
作。专案组人员兵分数路，
一组人员联系报警人，确
认肇事车辆为一辆橘红色
的电动三轮车； 一组人员
通过路口监控视频查找事
发时经过现场的车辆，寻
找潜在的目击者。果然，不
久便发现一辆路过车辆上
的行车记录仪清晰记录
了事故的经过，并印证了
报警人提供的车辆特征
和肇事者特征。 第三组人
员通过道路监控视频，确
定了肇事车辆消失在车
站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向
北 80 米与红星美凯龙之
间的区域内。

为了尽早破案， 防止
肇事车辆毁灭证据，王峰、
高冠斌顾不上刚值了一夜
的夜班，带领辅警杨阳、陈
幸身着便衣在车站路红星
美凯龙附近进行摸排。 一

边分头在周围调取各家店
铺门口的监控视频， 一边
在附近大街小巷一点点排
查。 大约上午 10 时许，正
在走访的高冠斌突然看到
红星美凯龙南侧的小道里
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非常
符合嫌疑车辆特征， 随即
上前查看， 发现该三轮车
特征与视频中的肇事车辆
极为吻合， 在该车脚踏板
上还有明显的血迹， 这个
时候高冠斌基本确定了这
辆三轮车应该是肇事车
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高
冠斌安排辅警杨阳在车辆
附近秘密监视。 他与王峰
等人汇合后， 围绕停车地
点加紧查看附近商家的监
控视频， 终于在附近一家
宾馆中找到嫌疑人出现的
画面。 办案民警立即分头
围绕附近查找， 发现宾馆
门口的保安亭旁有一名老
年男性， 其走路姿势与已

经掌握的嫌疑人步态一
致，他立即迎了上去，突然
对该老年男性说：“你的眼
镜呢，怎么不戴上？ ”嫌疑
人一愣， 惊慌的说：“我不
戴眼镜。”但是高冠斌早就
注意到嫌疑人鬓角有长期
戴眼镜留下的印记， 遂立
即拉着嫌疑人进到岗亭，
找到了一顶黑色的帽子和
一副墨镜， 与视频中的嫌
疑人完全吻合。 嫌疑人狡
辩称自己是坐公交车来
的， 办案民警遂将嫌疑人
带到肇事车辆跟前， 看到
自己的肇事车辆已经被民
警找到， 嫌疑人只好承认
了肇事逃逸的事实。 案件
告破，此时还不到中午。

当天下午，死者单位
及家属听说案子这么快
就破获了， 连连感叹，满
怀感激给办案民警送来
了“破案神速，一心为民”
的锦旗。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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