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切实维护
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
环境.如有养老诈骗线索，请通过12337智
能化举报平台“养老诈骗”举报通道：
Www.12337.gov.cn 或拨打黔南举报电话
0854-8313521进行举报。

责任编辑 吴升红
视觉编辑 龙 秀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2年7月5日 星期二

平安黔南

本报讯 长顺一教师挪
用学校资金 20 万余元，被长
顺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并被责令将挪用
资金退还。

2020年8月1日被告人张
某被长顺县某私立高中聘请
为该校教师，任教期间担任该
校某年级组组长及某班班主
任。因为该校允许班主任代
为收取学生缴纳的费用后再
一并上交到学校财务处，故被
告人张某自任教后就以某班
班主任身份开始收取班上同
学缴纳的学费及生活费。同
时，其他班班主任也在收取学
生费用后交给身为年级组组
长的被告人张某。

2020 年 8 月,张某收取学
生费用 2 万余元，9 月收取学
生费用 9 千余元均未上交学

校。同时，张某 9月从该校财
务处领取需退还学生的费用8
万余元也未退还学生，两项费
用共计12万余元。

张某将 12万余元费用分
别用于退还其在贵阳开办的
培训机构学生费用、归还个人
欠款及挥霍消费。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期
间，张某收取学生费用 12 万
余元。其中的 8 万余元用于
补退该校学生费用，填补 9月
挪用需退还学生的费用，其余
4 万余元用于个人挥霍。至
此，张某共挪用某私立高中资
金16万余元。

2020 年 12 月，该校清查
后发现张某存在挪用学校资
金的行为。随后与张某私下
达成协议，每月从张某工资中
扣款偿还其挪用的资金，同时

张某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并
写下承诺书。

“第一次挪用之后，我觉
得压力很大，我就赌博，想赢
钱来归还我第一次挪用的钱，
谁知道大部分都输掉了。”

2020年 12月张某悔过后
并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2021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张某
共收取费用 20万余元，其中 5
万余元未上交，再次用于退还
其在贵阳开办的培训机构学
生费用及个人挥霍消费。

随即长顺县某私立高中
报警处理。

长顺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认定，被告人张某犯挪用资
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责令被告人张某将挪用资
金退还长顺县某私立高中。

（王骁）

挪用学校资金20万余元

长顺一教师领刑一年四个月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
离婚案件中，向双方当事人依法发出《家庭教育
令》，这是自 2022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平塘县人民法院发出
的首份家庭教育令。

平塘法院在审理张某某与何某某离婚纠纷
一案中，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双方的未成年子
女张某剑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应
当履行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

教育的监护职责”，张某某与何某某作为监护
人，因双方的感情问题产生矛盾，忽视了应当
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张某剑未完成义务教
育，怠于履行对未成年的监护责任，不利于未
成年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平塘法院依法向张某某
和何某某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两人依法履行
监护义务，做好家庭教育。经组织调解，双方
当事人就离婚及子女的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并领取调解书。
《家庭教育令》发出后，经各方协力，督促本

案当事人履行，未成年人张某剑现已继续接受义
务教育，该份《家庭教育令》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长期以来，黔南两级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
法律保护，结合自身职能职责为未成年人成长保
驾护航。在下步工作中，黔南法院将强化部门联
动，主动靠前作为，依法为家庭教育提供帮助为
指导，竭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徐简）

依法履职 护航成长

平塘县法院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王法官，我是
大坝村的村干部，
前几天我村村民张
某昌散养的牛吃了
上坎张某良家的秧
苗及包谷，村委会
组织两次调解，都
说我们是村里的
人，存在偏袒一方
的嫌疑，一直没有
协调下来。现在他
们两家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大了，这该
如何是好呀？”焦急
的话语从电话那头传来。

正在出差返回途中的长顺县人民法
院广顺法庭法官王永健一边通过电话了
解详细情况，一边让干警立即调转车头赶
往大坝村，在村委会与村干部沟通后，一
同前往庄稼损毁的张某良家中协调处理
双方矛盾。

“各位领导，十分抱歉，最近农活繁
忙，让你们久等了。”身上全是泥土的一对
夫妻说道。

“久等不是问题，能切实化解你们双
方纠纷，安心务农才是我们大家所迫切期
望的。”

在现场实地了解秧苗及玉米损失情

况后，王法官组织双方再次进行调解。调
解过程中，王法官既对张某昌散养牛群对
他人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行阐述，又对
庄稼的损失进行估算。

双方既是家族血亲又是上下坎邻居，
在法官的释法析理及多年的感情积淀下，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损失的庄稼
结合市场价格折算赔偿并当场履行。

“太感谢了王法官，我信得过你们。
我们两家本是家族血亲，之前曾因小事发
生过争吵，这次的事情如果不是你们协
调，真担心加上以前的一些小事让矛盾进
一步激化，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散养牛
主人张某昌说道。

“王法官，我信得过你们”
文/图 庹玉芳

近日，龙里县中学的 60 余名同
学和家长、老师代表来到龙里县法
院进行参观，并旁听了一场危险驾
驶罪案件的审理。

旁听过程中，同学们听得十分
认真仔细。在庭审结束后的提问环
节中，同学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疑
惑。

“我想请问法官，速裁程序和简
易程序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想请问检察官，您坐在原告
席位上，为什么又不叫原告，而是公
诉人呢？”

“我想请问律师，主要保障了被
告人的哪些权利呢？”

“我想请问，法院哪一些案件是
属于公开旁听的呢？我们可以来进
行旁听吗？”

……
随着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当

场解答，同学们心中的疑惑也被一
一解开，对法律的认识也更加深
刻。学生家长和老师也纷对此次活
动竖起了大拇指，认为此次活动让
孩子们明白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同时也为孩子以后的职业规划
有了一个新的启迪。

这样的画面在法院面向学生群体举行的公众开放日活动
中已经很常见了。用“零距离”的方式让学生切身体会法律权
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法治观，让法律为他
们的学习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选取典型案例邀请群众、公职人员、师生等到法院旁
听庭审，让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个生动案例成为法治宣传教育
的最好“教科书”，切实推动全社会学法积极性，全面营造法治
社会建设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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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7日，平塘
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平
塘县通州镇落阳村村委会公
开审理了一起滥伐林木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村干
部及群众等 200 余人现场旁
听了庭审。

法院审理查明：2021 年
10 月期间，被告人潘某某向
通州镇落阳村小坝组村民购
买了两幅责任山林，在未取得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
被告人潘某某擅自将所购买
的两处山林砍伐，经核实，其
砍伐马尾松林木共 32 株，立
木蓄积为27.7105立方米。

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人
潘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宣判后，被告人当庭表示认

罪、悔罪。
法官提醒：依法采伐是合

理利用森林资源的重要方式，
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
情况下，也需要依照林木采伐

许可证的时间、范围、树种、数
量或者方式予以采伐，否则，
仍然可能因滥伐林木而构成
违法犯罪。

（黎丽 摄影报道）

巡回法庭进乡村 滥伐林木不可为

新闻发布会现场

法官组织双方调解

本报讯 6 月 29 日，州人民检察院以“支
持起诉”为主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州检察
机关 2021年以来开展支持起诉工作情况，发布
州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4起典型案例，并回答记
者提问。

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以来，
共办理支持起诉案件 199 件，其中涉及农民工
欠薪 104件，涉及未成年人保护 12件，涉及老
年人追索赡养费 2件，涉及消费预收款领域案
件16件。

记者同时获悉：近年来，州检察机关多措
并举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取得良好社会效
果。积极主动出击，加强与人社、民政、司法
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加大支持起诉工作宣传力
度，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努力拓宽案件线索
渠道。充分调查核实，对当事人的材料认真进
行审查，找准矛盾焦点，确定调查方向，对涉
及有关主管、监管部门的，加强走访调查，核
实固定证据，形成证据锁链。依法能动履职，
在案件审查中注重办案质效，在审查环节有和
解可能的，及时组织调解，争取达成共识。诉
至法院的，积极与法院沟通联系，推动快审快
结。建立制度机制，注重与各部门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全州两级检察院与人社、公安、法
院、司法局、妇联、残联等单位建立工作联系
机制 15个，形成工作合力。州检察机关办理的
支持起诉案件，主要是涉及农民工、未成年
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这些群体往往存在不
能、不敢起诉等消极现象，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是对诉讼能力欠缺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支持，

有助于维护诉讼结构的实质平衡，实现实质性
化解决纠纷，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为加强支持起诉宣传，州检察院还结合政
法信访系统“大走访”活动、普法进社区进村
寨等工作，加大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工作宣传力
度，向欠缺诉讼能力群体宣传支持起诉职能。

通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发布检察机关
支持起诉工作信息，扩大支持起诉工作宣传覆
盖面。

部分州人大代表、州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省内多家媒体记者，以及州司法局的有关
负责同志受邀到场参加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摄影报道）

州检察院举行支持起诉新闻发布会
2021年以来，共办理支持起诉案件199件 本报讯 为加大禁毒宣

传力度，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
氛围，进一步巩固禁毒“大扫
除”工作成果，在第 35 个“6·
26”国际禁毒日当天，州人民
检察院、都匀市人民检察院会
同都匀市禁毒委等多家单位，
在都匀市人民广场开展 2022
年都匀市“6·26”国际禁毒日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宣
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检察干警
向群众宣讲检察机关在打击
惩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工
作职能和成效，以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接受咨询、现场
解答等方式，向群众详细讲
解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预
防。同时，检察干警还结合
具体鲜活案例，向群众讲解
相关法律规定，引导广大群
众共同营造绿色无毒的社会

环境。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 500 余份，有效地提高
了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今后，检察机关将进一
步丰富禁毒宣传活动，提高
人民群众防范毒品的警觉性
以及自觉抵制毒品的坚定
性，形成全民参与毒品违法
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社会氛围。

（李坤）

州检察院、都匀市检察院

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
水族占总人口的67%，全国63%以上的水族人口
聚居于此，水族文化渊远，水书习俗、水族端
节、水族马尾绣、水族剪纸、水族双歌“旭
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运
用检察职能助力非遗保护传承，近年来，三都
水族自治县检察院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开展探

索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工作。
为落实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推动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三
都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到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心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走访调研。检察干
警通过查阅资料，认真了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情况，仔细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突出问题，听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相关
责任单位的意见建议，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相关行政主管单位
提出整改建议。

三都目前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个，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个，州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22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2个。今后，三
都检察院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的同时，积极推动地方
性法规“进入执法、融入司法、列入普法”，推
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营造全社会关注、爱遗
护遗的良好氛围，助力民族文化传承传播。

（高阳）

三都检察院

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本报讯 被誉为“中国天
眼”的世界最大 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其宁静区范围
涉及平塘县克度、塘边、通州
等镇（乡）。为给“中国天眼”
运行营造宁静的“电磁波环
境”，平塘县人民检察院强化
宣传引导，“零距离”让民众参
与公益诉讼，维护“中国天眼”
宁静区社会稳定和环境安
全。近日，经平塘县法、检两
院共同协商，决定在平塘县通
州镇乐阳村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在“中国天眼”宁静区内破
坏生态环境的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

2021 年 10 月，被告人潘
某某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将平塘县

通州镇乐阳村小坝组处（属于
“中国天眼”30公里电磁波宁
静区范围）山林进行采伐。案
发后经平塘县林业调查规划
设计队工程师调查核实，采伐
国家级公益林面积为0.57亩，
活立木蓄积为 27.7105 立方
米，致使国家公益林受损，社
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除应追
究刑事责任外，其依法还应当
承担生态修复的民事责任。
因此，平塘县检察院依法提起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在庭审中，检察官就指
控犯罪和损害公益的事实，
简明有力地向法庭出示相关
证据，并阐明国家公益林对
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的重要作用。被告人潘
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当庭认罪认罚，承诺一定汲
取教训，绝不再犯，做一个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同时愿
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按照

《生态修复方案》承担补种树
苗和管护职责。

此次庭审开到家门口 ，
将出庭公诉及公益诉讼工作
置于社会和当地群众的监督
之下，潜移默化地开展了一
次生动的法律宣传，有力彰
显了司法的公平正义，让群
众深刻感受到司法保护“中
国天眼”宁静区环境的决
心，起到良好的警示预防和
教育宣传作用。

（黄仕勇 石光涛）

平塘县检察院

庭审开到家门口 共护“中国天眼”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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