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本报新闻热线 _0731-84802117
编辑 /陈佳婧 美编 /王诚杰 2022年 06月 14日02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
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陶琛）近年来，
湖南法院扎实开展“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 专项审判活动，坚
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
势 ，去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依法判
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
罪案件 11315 件 18429 人， 其中判
处 5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407 人 ，
10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150 人，处
刑最重者为无期徒刑，共计判处罚
金 2.3 亿余元， 判决处置涉案资产
5 亿余元。

据介绍，湖南法院将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3 项专项审判活动之
一 ，成立由党组书记 、院长田立文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实

施方案，要求全省法院坚持依法从
严惩处 、全链条纵深打击 ，严格遵
守法定办案标准 。 各法院迅速行
动 ， 成立领导机构并制定工作方
案，把专项审判作为重点工作强力
推进。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倾向
性 、苗头性问题 ，省高院及时总结
分析案件审判工作进展和整体态
势 ，不断推进统一裁判尺度 ，加强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律适用问
题研究，及时出台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答，为全省法院办理此类案件提
供指引。 株洲、湘潭等地中院就涉
“两卡” 案件法律适用出台专门文
件。

为推动形成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工作合力，湖南法院加强沟

通协调 ，健全联席会议机制 ，促进
执法办案思想和标准的统一。 对办
案中发现的行业监管、执法司法等
方面的问题， 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提出加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建议，
促进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有效
衔接。

此外，湖南法院将宣传教育作
为案件源头治理的重要工作来抓，
着力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组织集中
宣判、庭审直播、发布典型案例、开
展法律咨询 、举办法制讲座 、普法
进社区以及制作宣传片、召开新闻
发布会等多种方式，重点推进重点
人群和重点区域宣传，积极营造打
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浓厚氛
围，增强群众识骗、防骗、拒骗意识
和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邓
涛） 在第 35 个国际禁毒
日前夕 ，6 月 10 日 ，娄底
市 “禁毒宣传进万家 ”
———2022 年 “6·26”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孙
水公园举行。市禁毒委常
务副主任 、副市长 、市公
安局局长黄江民致辞。

黄江民表示，禁毒工
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
衰、人民福祉。 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
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
构筑党政主导、有关部门
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的群防群治禁毒工
作格局，不断推动禁毒工
作向纵深发展。要持续掀
起禁毒宣传教育热潮，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禁
毒斗争，努力开创禁毒工

作新局面，为建设现代化
新娄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启动仪式上，禁毒志
愿者代表作了发言，志愿
者们集体宣读了誓词。仪
式结束后，禁毒公益宣传
车队在中心城区开展流
动宣传。

据悉，本次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 ，线上关注 “湖南禁
毒”“娄底禁毒”微信公众
号 ，登录 “禁毒宣传进万
家”H5 页面，通过个人参
赛和家庭成员组队参赛
两种方式，参与禁毒知识
学习打卡获取积分。线下
依托外卖配送、网约车平
台传递禁毒理念 ， 形成
“外卖员就是禁毒宣传
员 、 网约车就是宣传阵
地”的浓厚禁毒氛围。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罗霞 通讯员
张度

收到安化县江南镇政府的一
纸解除聘用告知函，王某懵了。 自
己一直在该镇政府所属城建办上
班，怎么突然就被解除劳动关系了
呢？

王某觉得自己没有过错，要求
镇政府作出合理解释 ， 最终获赔
36468 元。

被解聘申请法律援助
2012 年 6 月起，王某受聘在江

南镇政府所属城建办上班并按月
领取工资。 2020 年 5 月 12 日，该镇
政府突然向王某发出解除聘用告
知函。 王某觉得自己没有过错，便
多次要求镇政府对自己依法予以
赔偿。

协商无望后，王某 2021 年 4 月
到安化县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咨询。
了解到其失业后经济困难，符合法
律援助调解条件，县法援中心工作
人员遂引导其申请法律援助，当日
便为其指派湖南丰昇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慧慧，为其案件仲裁阶段提
供法律援助。

黄慧慧详细了解了王某诉求，
指导他收集工资表等证据，并向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
裁。 她提出，镇政府需向王某支付
解除劳动赔偿金、 失业保险损失、
新冠疫情防控补助等费用，得到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支持。
镇政府不服仲裁裁决，遂向法院提
起起诉。

又上法庭维权终获胜诉
为此， 王某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就该案一审向县法律援助中心
申请法律援助，湖南义剑（安化）律
师事务所律师佘文君被指派承办

此案。
佘文君将证据材料提交县人

民法院。 庭审中，她提出镇政府单
方面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关系，未与
王某协商，也未通知工会，根据《劳
动合同法》第 43 条规定，镇政府解
除劳动关系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应当双倍支付经济补偿金。

此外，镇政府未为王某购买失
业保险，致使王某被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后， 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该部分损失应由镇政府承担。 虽然
镇政府代理人提出有关会议纪要
未涉及临聘人员的补助发放问题，
但该会议纪要的会议精神是对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及防
疫工作者发放的补助，王某既然参
加了相关工作 ， 就应该享受该待
遇。

2021 年 7 月 28 日， 法院支持
了佘文君的全部意见，判决镇政府
应向王某支付上述款项共计 36468
元。 目前，该款项已赔付到位。

本报讯 （通 讯员
张红梅 ）近日 ，邵阳市
双清区检察院党组书
记 、 检察长马凌峰带
队 ，到十井铺社区组织
召开民情恳谈会暨创
文工作督导会 ，倾听群
众的声音 ，为群众排忧
解难，并为群众上了一
堂生动的新思想宣讲
课。

马凌 峰 在 新思 想
宣讲中重点阐述了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
沿革 、思想内涵 、理论
意义 ，并结合检察工作
实际和群众生活 ，强调
了法治建设要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
新期待 ，研究和解决法
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
幸福感、安全感。

恳谈会上， 马凌峰
讲解了该院在扫 黑 除
恶 、反电诈 、禁毒 、打击
养老诈骗、 守护食品药
品安全等方面工作取得
的成效， 并发放了谨防
养老诈骗、 保护未成年
人等宣传手册， 提醒群
众警惕身边的诈骗。

群 众 代 表 踊 跃 发
言， 纷纷表示当前社区
环境越来越好、 生活质
量明显提升， 同时也针
对一些生活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 如社区监控安
装、停车位规划、文明养
宠物家禽等提出了意见
建议。

马凌峰对能现场答
复的问题逐一解答 ，对
不属于检察职能范围的
一一做好记录， 并表示
将梳理成问题清单及时
向相关部门转达。

本报讯（通讯员 尚萌）近日，靖
州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伪造证件抵押
租赁车辆诈骗抵押款案件， 抓获嫌
疑人 4 名。

6 月 1 日，4 名贵州男子驾驶 1
辆白色轿车来到靖州县一家二手车
店，对店主说急用钱，想把车辆低价
抵押， 之后拿出了车辆的登记证书
和行驶证。 店主简单地查看了抵押
人的身份证、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
书后， 双方谈好价格便当场签订抵
押合同， 店主以微信转账方式转给

“车主”6 万元。 谁承想，“车主”提供
的行驶证、 机动车登记证书都是伪
造的， 该车是 4 人从贵州一车行租
赁而来，车行老板通过车辆 GPS 定
位系统发现车辆存在轨迹异常 ，便
来到靖州报案。

接到报警后， 靖州县公安局飞
山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从今
年 3 月以来 ，4 名男子通过同样的
手法前后租赁了 7 辆车低价抵押 ，
涉案金额达 35.5 万元。 4 人已逃窜
至贵州黎平。民警立即赶赴黎平，在

当地警方协助下将 4 人抓获归案。
到案后 ，4 名嫌疑人对其利用

伪造车辆证件抵押租赁车辆诈骗抵
押款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4
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在租赁汽车时，租赁
公司要认真核对租车人的身份证件
等相关证件， 确保身份信息的真实
性。同时，市民不要贪图便宜而接受
价格异常的抵押车辆， 避免落入诈
骗陷阱。

全省法院着力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去年至今依法判决电诈犯罪及关联罪案 11315件 18429人

工作 8年，他突然被解聘

娄底启动禁毒宣传进万家
主题宣传活动

检察长走进社区听民意

4 男子低价抵押车辆有猫腻
民警查获车是租的，证是假的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