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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烧邻居 法院判赔偿
本报讯（记者吕文杰 通讯员魏锞）5月4日，卧龙

区法院审结一件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判处一楼住户李

某甲支付二楼住户李某乙赔偿金10668.39元。
李某甲与李某乙是邻居关系，李某甲住一楼，李某

乙住二楼。去年3月30日凌晨，李某甲家中失火，火势
蔓延至二楼李某乙家，引燃家中多处物品，随后两家损

失赔偿金额上未能达成一致，李某乙将李某甲诉至法

庭，并申请对自己的损失进行评估。经法院委托南阳

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出具评估报告，结论李某

乙损失共计10668.39元。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房内因不明原因发生火灾，

火势自然蔓延至危楼原告房屋内，烧毁原告房内物品

并将房内墙体损害，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被告对于

原告的损失，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

求的其他损失，因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故法院不

予支持，遂作出上述判决。累累累6

使用“伪基站”法律找上门
本报讯（记者张萌萌 通讯员王远 刘涛）“骑着电

车满城转，一月收入超万元”，怀着这样“发财梦”的马

某，近日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被宛城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

今年初，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的马某，通过

微信认识了一名家住南阳、昵称为“偏爱”的男子，该男

子称：只要骑着公司配备的“专业”电车满城转，每天可

得400元钱，一月下来能收入超万元。马某被该男子的
招聘信息所吸引，1月18日来南阳与男子见面并学会使
用"伪基站"发送垃圾短信。
“伪基站”是一种非法无线电通信设备，能搜寻以

其为中心数百米至几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手机信息，强

制连接用户手机信号，并任意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强行

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信息。自1月19日
至1月23日，马某骑乘载有“伪基站”设备的电动车在
市区人民公园、大统百货附近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

垃圾短信179487条。累累累6

改装“狙击”枪 当即被查获
本报讯（记者赵黎 通讯员宋德明 贺方）近日，社

旗县检察院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被告人王某某

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5年11月，42岁的社旗县桥头镇老庄村村民王
某某看电视剧特种兵时，对狙击步枪产生浓厚的兴趣，

萌生了改装射钉枪自制枪支的想法。他从网上查到改

装射钉枪的方法，通过互联网购物平台，花500元购买
了组装枪支所需的射钉枪、瞄准镜等零部件，自制改装

了尾部带木托、长1米的“狙击”步枪。经试射，子弹能
将土坯墙打出很深的坑。

2015年12月7日23时许，社旗县桥头派出所接到
县公安局通报，根据省公安厅、市公安局通报线索，发

现桥头派出所辖区内一名为王某某的男子多次通过互

联网购买枪支配件，要求迅速对其落地查证。民警依

法对王某某的住所进行检查，发现枪支1把、射钉弹4
盘、钢珠8袋。依据《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
工作规定》及《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依据》规定，

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
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发射弹丸枪口比动能分别为

7.91焦耳|平方厘米，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送检检材
认定为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非法制造枪支，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王某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

交代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认

罪，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依据《刑法》相关之

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累累累6

非法采河砂 被告人获刑
本报讯（记者王淼）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

未取得采砂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河矿砂，造成矿

产资源破坏的被告人喻某，犯非法采矿罪，日前被新

野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一

万元。

经查，2015年9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喻某在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新野县白河袁庄东段

用采砂船开采建筑用河砂，牟取利益。经鉴定，该采砂

场造成矿产资源直接经济损失564827.25元。另查明，
2016年9月22日，被告人喻某主动到新野县公安机关
投案。

新野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喻某违反矿产资源

法的规定，没有取得采（砂）矿许可证，擅自开采河砂矿，

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50余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依法应当受到惩罚。被告人喻某

在案发后能够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累累累6

假印章获利 缓刑加罚金
本报讯（记者王淼）镇平县法院审理一起伪造宝

玉石鉴定证书案，被告人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另追缴违法所得
4000元。

经查，罗某伪造“某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某

某）”钢印模，非法为一些不良商贩伪造玉石鉴定证

书。假货劣质货摇身一变，由于有了“国家认证”，身价

倍增，而假证书普通人无法鉴别真伪。据罗某供述，其

近年来一共做了数百张，非法获利4000元。
镇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印章包括印形和印

影，印影是加盖在纸张等物体上所呈现的形象。本案

被告人罗某在没有国家有关部门授权的情况下非法伪

造该事业单位的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

章罪，遂对罗某作出上述判决。累累累6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王彬 赵杰

1.未签劳动合同不能“说
辞就辞”

案情回放：1997年刘女士到南阳市
一家信用社上班，1998年，单位与她签订
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1999年，合同到
期后，她的工作未受影响，一直按单位的

规定工作、领工资。2011年12月，经上
级部门批准，刘女士所在的单位改名。

可就在这时，已工作15年的刘女士突然
接到单位通知，她被停止工作了。刘女

士遂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

裁部门调查后最终作出裁决，刘女士和

原工作单位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

系。单位不服劳动仲裁决定，遂向法院

起诉，经法院一审、二审开庭审理，最终

判决：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刘

女士的单位应为其补缴养老保险金等社

会保险，并支付刘女士被停止工作至安

排工作岗位期间的工资。

法官点评：南阳市中院劳动争议审判

庭副庭长刘洪海点评说，依据《劳动合同

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银行不与刘女士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刘女士已与银行存在

用工关系满一年，那么依据上述条文规

定，银行与刘女士之间形成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这是法律对用人单位拒绝与劳

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条款，双

方一旦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非依法

约定及法定事由，用人单位不能随意与劳

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2.用人单位的“后合同义
务”仍需承担

案情回放：家住南阳市的李先生于

1989年至2012年在某银矿从事井下岩
工及碎矿破碎等工作，工作中接触矽

尘，累计接触史达 23年多。2012年 5
月，用人单位解除了与李先生的劳动合

同。2012年9月，李先生被诊断为矽肺1
期病患。后李先生向劳动部门申请仲

裁，劳动部门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

由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李先生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李

先生在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四个月内发现

了矽肺病，在此之前一直在某银矿工作，

且接触矽尘，解除劳动合同后又没在其

他单位工作。因此 ，李先生所患职业病

应系其在某银矿工作时接触粉尘而引

起。法院遂判决某银矿公司对李先生所

患职业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法官点评：南阳市中院劳动争议审

判庭副庭长张红彦点评说，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的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虽然合

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但因为

过去合同关系的存在，仍会对当事人双方

产生一定的影响。张红彦提醒，职业病患

者享受工伤待遇与其劳动关系的解除与

否无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被诊断为

职业病的，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并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单位不能因为劳动关系的解除

而免除对劳动者的责任。

3.生病期间工资不能说
扣就扣

案情回放：许女士1995年应聘到南
阳市一家公司工作。2007年由于公司改
制，许女士与公司重新签订了劳动合

同。合同期限为2007年7月至2012年7
月。2010年1月至8月，许女士因病未去
上班。公司以许女士未履行请假手续擅

自离岗7个月为由，与许女士解除劳动关
系。且患病期间，单位没有给付对应工

资。许女士将单位告上法庭，要求公司

支付自己医疗期的工资。法院审理后认

为，因许女士患有多种疾病，公司对许女

士因病不能上班的情况知晓且认可，许女

士作为劳动者享有法律规定的医疗期应

享有的待遇。按许女士的工作年限计算，

法院最终判决许女士的公司支付许女士

18个月的医疗期工资,共计16876元。
法官点评：南阳市卧龙区法院民一

庭庭长王庆善点评说，为了保障企业职

工在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期间的合法权

益，原劳动部制定了《企业职工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企

业职工在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期间的医疗

期，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

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

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3个月
到24个月的医疗期。病假工资或疾病救
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就本
案来说，许女士工作年限为15年以上，故
其应享受18个月的医疗期。

4.女职工哺乳期内不能
被解雇

案情回放：老家在陕西省商南市的

刘女士大学毕业后到某销售公司南阳分

公司上班。刚进公司时，老板就要求她

三年内不能生小孩，虽然条件苛刻，但考

虑到待遇还可以，刘女士勉强答应了。

2013年8月份，约定的三年到期后，刘女
士的孩子顺利降生。产假期间，刘女士

还通过电话安排本部门工作。2014年10
月8日，公司在未通知刘女士的情况下，
突然新任命了一名人事部经理，刘女士

被下派到县里的经营部上班。考虑到孩

子需要哺乳，刘女士便找公司理论，谁知

公司以她不服从调岗为由将其辞退。刘

女士不服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后又到

法院起诉。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由公司补偿刘女士4.5万
元，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法官点评：镇平县法院法官刘文岗

点评说，我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

护规定》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有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在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

乳期内，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

合同。本案中，销售公司在刘女士哺乳期

内将其调至县内上班明显不当，后又以刘

女士不服从公司安排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更为不妥。刘文岗提醒说，本案还有另外

一个法律问题是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

不能限制女职工的生育权利，如果大家在

就业过程中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断然拒

绝，并向劳动人事部门举报，即便没有拒

绝，也不要担心，这样的约定因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5.工伤“上班途中”不能
机械认定

案情回放：61岁的李先生是邓州市
某林业公司的清洁工。2014年 7月 23
日5时40分，李先生驾驶电动自行车上
班途中，与一半挂车相撞，导致李先生死

亡。事故发生后，李先生的儿子小李向

邓州市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

林业公司认为公司上班时间为早上8点，
李先生5点多发生事故不应认定为“上下
班途中”。法院审理后认为，事故发生在

夏季，根据李先生清洁工的工作性质及

日常作息习惯和相关证人证言，应认定

李先生发生事故时确为“上班途中”，遂

判决责令邓州市人社部门重新作出工

伤认定。

法官点评：南阳市卧龙区法院行政

庭法官刘小宁点评说，国务院《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上下班
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

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

害的”。本案中，李先生早上5点半左右
驾驶电动车去工作单位，5时40分发生交
通事故，虽然出发时间较早，但是结合其

住所距离工作地点路途较远，且保洁工本

身需要在单位其他人员上班前完成卫生

清洁工作是基本常识，另有证人也证明李

先生夏季基本都是这个时间去上班，同时

当天路遇李先生，其也言明“上班去”，这

些均可以认定李先生是在合理时间合理

路线去工作单位这一事实。累累累6

劳动维权那些事儿（上）

■ 法治简讯

日前，唐河县法院召开警务用车规范

化管理专题工作会议，组织学习了《警车管

理规定》、《全省法院系统专用车辆装备管

理规定》等有关规章制度，对做好警车管理

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

(吕文杰）

日前，市公安局新区派出所联合新区

消防科，对白河游览区及周边娱乐场所治

安安全、消防安全、救生设施、重点部位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检查。

（吕文杰）

5月4日，市公安局仲景派出所袁庄
社区民警深入辖区宾馆、KTV等公共场
所，检查治安、消防，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受到了群众称赞。

（李佳）

近日，南召县检察院组织召开服务

项目建设专题座谈会，县发改委、财政

局、审计局等10余家单位参加，着重讨论
了该院《服务项目建设容错纠错机制实

施办法（试行）》，共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建议6条。
（余斌 雷孝民）

日前，新蔡县检察院一行6人到邓
州市检察院学习考察文化建设、文明创

建和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考察组实地察

看了该院的庭院文化、法律文化、名人

长廊和文化展厅，观看了文明创建专题

片，对该院近年来以检察文化“软实

力”打造检察工作“硬品牌”的做法给

予了高度评价。

（赵博）

今年以来，南召县检察院在开展服

务项目建设专项活动中，由院党组统一

领导，由预防局组织协调，反贪、反渎、侦

监、公诉、民行等部门联动，积极探索创

建了“检察机关服务项目建设纠错容错

机制”，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检察元素，

赢得了地方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好评

和支持。

（赵黎）

近日，卧龙区梅溪街道人大工委联

合综治办，深入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活动。活动共展出宣传板10余块，设
立咨询台2个，出动政法干警、街道和社
区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和志愿者等50余
人次。通过集中宣传活动，宣传了《国家

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

等法律法规，营造了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的氛围。

（赵黎）

为解决交通违法强制执行中有些

交警对执行案件不会办、办不好和少

数强制执行办理不符合法院要求，影

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等问题，4月下旬
以来，南召县公安交警大队采取请法

官上门指导、登门向法官求教等措施，

积极争取法院对交通违法强制执行案

件的指导帮助和有力配合，提高了强

制执行案件的办案质量，加快了办案

进度。累累累6
(武书强 熊建）

市交通运输执法局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和法律法

规培训，提升执法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效能。日前，

该局邀请省、市法律界专家教授对150名执法人员授
课 累累累6

本报记者 董天来 摄

本报记者 李佳

小李的QQ号被盗，盗号的人不知
何故在他的QQ上辱骂了小冯的女友，
小冯为了给女友“报仇”，把小李揍了一

顿。一场误会怎么就发展到了打架呢？

小李和小冯都是某工程学校的学

生，小冯的女友娜娜已经工作了，就在

距离学校不远的一条街上卖服装。小

李、小冯和娜娜，原本关系不错，可是，

小李的QQ号被盗后，却给三人惹来了
麻烦。

2016年4月7日，小李在QQ上接到
了小冯的信息，让他晚上到学校一号教

学楼四楼的412教室前门口见，要让他
解释清楚，为什么骂自己女友娜娜。看

到这个消息，小李有点发蒙：自己和小

冯关系不错，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

自己怎么会骂他女朋友？是不是小冯

发错信息了？正当小李纳闷时，他又陆

续接到了不少朋友发来的信息，都问他

怎么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广告，小李这

才明白，看来是自己的 QQ号被盗了。
这个误会可得解开，要不和小冯的关系

肯定要闹僵。按照约定的地点，小李早

早到了教室门口，没想到，小冯根本不

容他解释，劈头盖脸就先骂了他一顿，

小李赶紧说，自己没有骂娜娜，自己的

QQ号被盗了，好多好友都收到了骚扰短
信，但小冯并不相信：“敢做就敢认，骂

完人就装怂，算什么男人！”小李也急眼

了，自己没骂人为什么要承认？可小冯

一心认定小李骂了自己女友，至于小李

所说的QQ号被盗，都是他编的借口。
两人都是年轻学生，说不通就打

了起来，小冯拳脚相加暴揍了一顿小

李。直到小李满身是血趴地上不动

了，小冯才从狂躁中冷静下来，旁边

看热闹的同学发现事情闹大了，赶紧

找老师。老师赶来后也吓了一跳，赶

紧拨打了110、120，将小李送到了医
院，经诊断为左眼挫伤，左眼眶骨

折，眼部、头部、鼻、全身多处软组

织受伤。小冯也因为殴打他人而被行

政处罚，在看守所拘留了10天。得知
自家儿子闯了祸，小冯的父母过来看

望可小李，垫付了住院押金 5000元。
小李出院后，他的父母觉得孩子平白

无故挨了这顿打，对方必须要赔偿。

小冯的父母却认为自己儿子被拘了10
天，也受到了惩罚，不应该再赔偿。

法律援助中心受理了小李的申

请。律师了解了案情后，帮小李收集整

理了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医疗费

票据和住院病历等证据，以备打官司使

用。

考虑到小李和小冯都是未成年的

学生，为了尽量避免给这两个孩子的学

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律师主动给小冯

以及学校领导打电话沟通，希望双方家

长能协商解决此事。学校领导对律师

的提议很赞成，他们也不愿将此事闹到

法庭，奈何小冯的父母还是固执不愿赔

偿，协调的努力失败了。

调解不成功，律师就帮小李准备了

起诉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小冯

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

等各项损失1万余元，由学校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开庭期间，在法官的主持

下，小冯和小李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小冯向小李支付各项经济损失 6500
元。累累累6

QQ号被盗惹麻烦

生病期间扣发工资合理吗？

工伤该怎样认定？日前，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10起劳动
者维权典型案例，并通过法官点

评的形式指导劳动者正确运用法

律武器维权。

核心提示

市公安局梅溪派出所强化侦查措施，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成功破获了一批涉毒案件，有效减少了因涉毒引发的社会治安问

题。图为民警对收缴的吸毒工具进行备案登记 本报记者 张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