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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法治6

11岁女孩屡遭父亲家暴 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1

月 11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

到，近日，鄂尔多斯市康巴

什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相关规定，发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

张南（化名）对申请人张北

（化名）实施家庭暴力。

年仅11岁的申请人张

北与被申请人张南为父女

关系，张北母亲智力、精神

多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一家人生活主要靠张南打

工维持。张北在与父母生活

期间，常因小事被父亲打

骂，更是屡次遭遇其父酗酒

后暴打。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妇联、申请人所处街道、

社区及辖区派出所曾多次

出面制止，被申请人也曾写

下了不再殴打申请人的保

证书，但过不了多久，依然

继续对张北进行殴打，给张

北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伤害。

为保护张北的人身不再受

到威胁和伤害，康巴什区妇

女联合会代申请人张北依

法向康巴什区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在接到人身安全保护

令申请后，康巴什区法院经

审查认为，申请人张北的申

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相

关规定，作出民事裁定：禁

止被申请人张南对申请人

张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

申请人在与申请人生活密

切相关区域活动；禁止被申

请人殴打、辱骂、恐吓、威

胁、接触为申请人提供帮助

人员或亲属人员。裁定还明

确，如被申请人违反上述禁

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轻

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定作出后，承办法官及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将该裁定

书送达至申请人、被申请

人、代申请人、辖区派出所、

街道办事处等，并对被申请

人张南进行了口头教育。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惠） 1

月 11 日，玉泉区公安分局

大南街派出所民

警从广东省中山

市返回呼和浩特，

将一部苹果手机

交还到被盗市民

手中。

原来，2020 年

10 月 9 日，玉泉区

大南街派出所辖

区某婚纱店内发

生一起盗窃手机

的案件。小偷进入

店 内 ，趁 店 主 不

备，将店主放在柜台上价

值4300元的绿色苹果手机

偷走。

大南街派出所接警

后，迅速调取店内和周边

街道的监控录像。由于监

控录像未能清晰拍到嫌疑

人面部特征，民警只能继

续搜寻线索，并告知受害

人及时联系苹果公司寻找

手机线索。

今年1月7日，民警和

被盗市民通过苹果公司提

供的信息，发现被盗手机

在广东省中山市出现，根

据这一重要线索，民警掌

握了被盗手机现在使用人

的身份信息，并确认该手

机被转卖至中山市。随后，

大南街派出所指派专人出

差至广东省，在当地公安

机关配合下迅速找到了倒

卖该手机的手机店主邱某

和购买该手机的男子周

某，依法扣押了该被盗手

机，同时将邱某和周某可

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的案件材料移交至当

地公安机关。经进一步调

查了解，在呼和浩特盗窃

该手机的嫌疑人，将手机

转卖给邱某，邱某又转卖

给周某。目前，涉嫌盗窃该

手机的嫌疑人还未抓获，

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1月11～12日，阿拉善右旗公安局阿拉腾朝格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各嘎查（村）宣传排查时，8户群众主动上

交各类危爆物品15件（套）。

阿拉腾派出所民警对群众主动上交的行为给予

肯定，并教育大家进一步增强法律知识和守法意识，

大力宣传私藏危爆物品的危害性，鼓励群众积极举

报涉危涉爆线索。目前，这些危爆物品已被妥善处

置。

据了解，自去年12月份“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阿拉善右旗公安局以延伸宣传触角为突破

口，不断强化宣传力度，深入辖区企事业单位、学校、

个体工商户、居民家中号召群众积极主动上缴危爆物

品，揭发涉爆涉枪违法犯罪行为，成效显著。

阿拉善右旗：
群众主动上缴危爆物品15件

6年前，呼和浩特市16

岁少年小辛骑自行车上学

途中，在非机动车道撞伤逆

行行走的 72 岁老人任某

某，致使老人入院一周后死

亡。当时，该事件成为市民

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谁是

谁非、事故责任如何认定、

法院如何判决也成了法律

界人士讨论的焦点。这6年

里，历经交管部门3次事故

责任认定，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两次退侦、判

决，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抗

诉、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撤销抗诉、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

定等漫长而曲折的法律程

序，该事件终于有了结果。

意外

2014 年 5 月 12 日 一

早，小辛像往常一样骑车

去学校，每天的早自习，是

开启一天新课程的必修

课。当他由北向南骑行到

呼伦北路立交桥下的桥洞

时，与由南向北，在非机动

车道上逆行行走的老人发

生碰撞，突发的意外让这

一老一小都摔倒在地。小

辛爬起来后，赶紧和路过

的热心人一起拨打了 110

和 120，随后电话通知母

亲。老人被随后赶到的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

在此期间，小辛的母

亲几次到医院看望老人，

并且垫付了部分医疗费，

但不幸的是，老人于一周

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如今的小辛，虽然已

经快大学毕业，但是这件

事情，一直是压在他心口

的一块大石。

3次事故认定

针对该起事故，经过

现 场 勘 查 和 后 期 调 查 ，

2014年6月9日、9月1日和

11月9日，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城区大

队（实时名称，以下简称新

城区大队）先后作出了3份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当

中关于“当事人、车辆、道路

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

的表述完全一致；在“道路

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

原因分析”和“当事人导致

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

者意外原因”的表述中，前

两份《认定书》都认定，小辛

和老人的行为都是发生此

次事故的原因，但是第三份

《认定书》则认定，小辛的骑

行行为是造成此次交通事

故的主要原因，老人在非机

动车道上行走是造成该事

故的次要原因。两人在事故

中应担的责任也由两次认

定的“同等责任”，变成了小

辛担负主要责任，老人担负

次要责任。

两次退侦终起诉

2015 年 1 月 8 日，公

安机关以小辛涉嫌交通

肇事罪向新城区人民检

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5

年 1 月 27 日，新城区人民

检察院将案件退回新城

区大队补充侦查。2016 年

1 月 18 日，新城区大队补

查 重 报 ；2016 年 1 月 19

日，新城区人民检察院第

二次将案件退回，再次要

求新城区大队补充侦查。

时隔将近 4 年，2019 年 12

月 24 日新城区大队再次

补查重报。

2020 年 1 月 19 日，新

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小辛涉

嫌交通肇事罪，向新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新

城区人民法院于6月19日

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审判决

案件审理期间，公诉

机关认为小辛犯交通肇事

罪，但是案发时不满 18 周

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请求法院依法判处。另

外，死者家属要求小辛监护

人附带民事赔偿丧葬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72万多元。

2020 年 6 月 21 日，新

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

小辛犯交通肇事罪，免于

刑事处罚。判决小辛的监

护人赔偿死者家属各项经

济损失 24 万多元。驳回死

者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此判决，小辛不服，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构不成

交通肇事罪，因此提出上

诉。而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则认为，小辛不仅构成交

通肇事罪，而且不能免于

刑事处罚。

2020年8月3日，新城

区人民检察院以新城区人

民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不

当等原因，依法提出抗诉，

请求法院依法判处小辛 6

个月至1年的有期徒刑。

终审裁定

对于新城区人民检察

院的抗诉意见，呼和浩特

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

当，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请撤回抗诉。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调查审理认为，撤回抗诉

的 要 求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

2020年12月28日，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终审裁定，准许呼和浩

特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

诉，维持了新城区人民法

院的判决。

少年骑车撞伤老人致其死亡，历时6年终有判决！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杨 佳

工作人员送达裁定书

被盗手机“现身”广东 呼和浩特警方千里追缴

民警将购买被盗手机的周某民警将购买被盗手机的周某

（（中中））抓获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