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丈夫酗酒家暴
法院判决离婚

本报讯 （通讯员 梅鸿明 ）日前 ，
丁某来到法院要求和丈夫湛某离婚。
调解过程中， 湛某浑身酒气地吼叫：
“不给钱，还想离婚，看我不打死她！ ”
在法官多次制止下 ， 湛某才平静下
来。

1995 年 ，湛某和丁某结婚 ，婚后
育有一女。 湛某婚后每每酒醉都会对
家人拳打脚踢。 考虑到女儿年幼无所
托，丁某一再隐忍和原谅。 女儿成年
后，丁某决心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近日，平江县法院审理了这起案
件。 鉴于湛某长期家暴，双方感情确
以完全破裂 ，再无和好可能 ，法官最
终作出准予离婚判决。

欠下 29人工资
“跑路”老板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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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
田 通讯员 周智 陈检）12 月 28 日， 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全市法院第
一起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刑事自诉案。
被告人罗喜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罗小喜是刘某与罗喜之子。 2017 年 9
月 11 日， 天心区法院依法判决罗小喜由
刘某抚养并随其生活，罗喜每月支付抚养
费 1500 元至罗小喜 18 岁。 另外，罗小喜
的教育费 、医疗费 ，原 、被告双方各承担
50%。

然而， 罗喜在 2017 年底后没再支付
过抚养费。 双方私下交涉多次未果。 2019
年 4 月 ， 刘某向天心区法院申请执行 。
2019 年 5 月，法院向罗喜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和报告财产令。 其间，执行法官对罗喜
的银行账户进行了“点对点”查控。

今年 12 月， 刘某以刑事自诉人的身
份向天心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提交了抚
养费 、教育费 、医疗费清单等凭证 ，合计
73940 元。 法院再次对被执行人罗喜的银
行账户进行查询， 发现罗喜 2019 年 9 月
分别有两笔 10 万元的流水进出记录。 法
院依法受理该刑事自诉案件。

12 月 15 日， 天心区法院依法发出逮
捕决定书。 次日，罗喜被长沙市公安局天
心分局逮捕。 12 月 28 日，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该案，被告人认罪认罚，履行全部义务，
本案当庭宣判。

【法官说法】
根据 《刑事诉讼法 》112 条规定 ，刑事

自诉是指被害人、 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该案申请执行
人刘某在申请执行未果后，被执行人罗喜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刘某
可以向法院依法提请刑事自诉，以追究被
告人的刑事责任。

不给抚养费，这个“老赖爸爸”被判刑
天心区法院打响拒执罪刑事自诉第一枪

被告人罗喜接受审判。

本报讯（通讯员 雷丰利）近日，嘉
禾县法院对被告人何某亮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案作出一审判决。 何某亮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 元。

2017 年 12 月 6 日，被告人何某亮
租赁嘉禾县某工贸有限公司的两间厂
房及生产设备。 2018 年 5 月起，何某
亮以嘉禾县某铸造有限公司的名义生
产经营 ，聘请了王某 、李某红等 20 余
名工人。 因经营不善，何某亮 2019 年
5 月起开始拖欠工人工资，同年 11 月
公司停止生产。王某等 29 名工人多次
以电话、 短信的方式向何某亮讨要工
资，均未果。 因无力支付所拖欠工资，
何某亮更换手机号码， 离开嘉禾县前
往广东中山市。今年 1 月 2 日，嘉禾县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向何某亮下达
限期改正指令书， 要求其支付所拖欠
工资 486661.4 万元 ，何某亮未按要求
支付。 7 月 20 日 10 时许，被告人何某
亮在中山市小榄镇被民警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何某亮以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数额较大，经政府劳动部门责令支
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归案后，被告人何某亮能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属坦白，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作出
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刑法》第 276 条之一
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
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较
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
付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276条
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

（一）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
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
万元以上的；

（二）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
元以上的。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红先）身份证与
人们出行生活息息相关， 不当使用或出
借身份证， 都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法律风
险。近日，常德市鼎城区法院审理了一起
出借身份证而引起的纠纷。

蒋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 2012 年，
张某借走蒋某的身份证， 在某银行冒充
蒋某申请开办了一张授信额度为 1 万元
的信用卡， 并多次使用该卡进行透支消
费，且未能如约还款。银行多次向蒋某发
出催收通知书未果， 于今年 6 月向鼎城
区法院起诉，要求蒋某偿还透支本金、利
息及其他费用 17856.13 元 。 蒋某应诉
称，信用卡并非其本人办理，也从未用该
卡进行消费，不应当由其承担还款责任。
随后，蒋某申请了司法鉴定，对信用卡申

请表上的签名及捺印进行了鉴定， 鉴定
结果显示签名和捺印均非蒋某本人所
留。本案中，银行在填发信用卡时未尽到
全面审查义务， 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
案信用卡系蒋某委托他人办理或事后进
行追认， 法院依法驳回了银行要求蒋某
还款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不法分子使用他人身份
证，轻者办理手机号、冒名办理信用卡，
重则用于电信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严
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 如果法律意识淡
薄，随意出借身份证供他人使用，就给了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广大市民要加强个
人信息的保护意识， 不要轻易将身份证
出借他人。

出租银行卡或支付宝账户日赚 800元
法官:小心背后的陷阱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
田 通讯员 韩爽）出租或出售自己名下的
银行卡 、手机卡 ,每日便能获得一笔可观
收入。 这样轻松地兼职你心动了吗？ 近日，华
容县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案，3名被告人均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今年 3 月，被告人林某在 QQ 群检索
兼职工作时， 看到他人发布的兼职信息，
主动与其联系，获知工作内容是提供银行
账户 、 支付宝账户供别人进行比特币交
易，每日报酬 800 元。 于是，林某用自己的
身份信息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将办理的银
行卡及密码交给了指定的人李某（已被逮
捕，处于侦查阶段）使用。 过后，林某将此
事告诉了朋友郭某和林某某。 郭某和林某
某后也办理了银行卡，并在林某带领下与
李某见面后 ， 将所办银行卡交给李某使
用。

3 月 18 日-19 日， 家住华容的小刘、
小周、小许分别在某信贷软件或接到贷款
的陌生电话后，被骗取 14.5 万余元。 公安
机关侦查发现， 部分上述被骗取款项转入被
告人林某、郭某和林某某所提供的银行卡、支
付宝账户，3 人相应获得了 800 元-900 元不
等的报酬。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林某 、郭某
和林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为他人提供
银行账号予以转移 ， 其行为均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告人林某、郭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
林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3 人均
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罚。 被告人林某有犯罪
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据此，法院判决被
告人林某、郭某、林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至 1年 2个

月不等，并处罚金。
法官提醒：出租、出售、出借银行账户

（卡）、 手机卡的行为, 不仅对个人身份信
息 、财产安全造成隐患 ，更可能涉嫌诈骗
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将面临法律惩戒。

把身份证借给朋友后
常德男子收到银行催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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