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中院公布四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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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三男
子轮流殴打一少年”的
视频在网上引起巨大
反响，3名嫌疑人均未
满 1 8岁。未成年人犯
罪，一时被推上舆论漩
涡。28日，枣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布四起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故意杀人等。枣庄中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95%以上
是共同犯罪。

暴暴力力型型为为主主 低低龄龄化化明明显显

延伸阅读

28日，枣庄中院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95%以上是共同犯罪，
往往以哥们义气为纽带，以邻
居、同学、朋友、亲戚为桥梁，通
过拉帮结伙的方式，互相壮胆，
互相挑动，互相利用，互相依存
地共同作案。“侵财型、暴力型
犯罪为主，主要是因为原有的

道德理念受到了冲击，拜金主
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刺激着
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容易产
生‘贪利性’犯罪动机，从而导
致犯罪。”

除此之外，未成年人犯罪向
成人化、智能化、暴力化和低龄
化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在作案时
间、地点、犯罪对象、犯罪路线等

方面都进行周密的策划，充分准
备，制定详细作案计划和分工。
作案后应能迅速破坏作案现场，
毁坏罪证，增加警方对案件的侦
破难度。

“强化家庭教育，为未成年
人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家庭教
育的早期型、连续性、不可替代
性对未成年人的一生意义重大。

家庭教育中，注意做到以下几
点：注意孩子的一言一行；注意
教育方法，多与孩子沟通和谈心
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形成
孩子健康成长的监督圈。”同时，
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将
法制教育课纳入日常教学，使法
制教育制度化。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案例1
寻求刺激 故意杀人

2013年5月5日中午，被告人李
某某(未成年)在家观看电视节目
中的砍杀镜头后，产生杀人寻找
刺激的想法。下午14时许，其听到
东院邻居王某某锁门外出，想杀
死王某某的孙女李一某(殁年6岁)

寻求刺激。李某某遂翻墙进入李
一某家中，以借手电为由骗李一
某打开堂屋门，采取手掐、刀割脖
颈的方式，将李一某杀死在西屋
卧室的床上。后其翻墙回到家中，
将折叠刀藏匿在其睡觉的铁床下
方。法院认定被告人李某某犯故
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案例2
酒吧门口 故意伤害

2012年7月11日20时许，被告人
王某方、王某奇、白某某(均为未成

年人)与被害人衡某某、高某、宋某
在枣庄市薛城区某酒吧喝酒，期
间衡某某与被告人王某方因琐事
发生矛盾，三被告人商议殴打被
害人。2012年7月12日2时许，被告人
王某方再次与被害人衡某某在酒
吧门口发生争执，并率先用拳、脚
对被害人衡某某进行殴打，致被
害人衡某某头部伤情构成人体重
伤，并构成十级伤残。后三名被告
均被判处一年到两年不等有期徒
刑。

案例3
因琐事约架 伤害他人

2013年1月13日凌晨1点左右，
被告人许某与被害人刘某胜、刘
某昌等人因琐事产生矛盾，遂去
找被告人张某某要砍刀报复。当
日凌晨2时30分许，在滕州市某广
场附近，被告人张某某、许某、张

某等人偶遇刘某胜、刘某昌，许某
向刘某胜约架，因言语不和，双方
发生打斗，打斗中，张某某持随身
携带匕首朝刘某昌腹部捅刺一
刀，刘某胜为躲避殴打乘坐出租
车至一胡同内，张某某、许某、张
某等人追至此处继续对刘某胜进
行殴打，其间，张某某持匕首朝刘
某胜右胳膊捅刺，后与其他被告
人一起逃离现场。刘某昌送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刘某昌
系被单刃锐器捅刺致腹主动脉破
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刘某胜经鉴
定为人体轻微伤。

经审理，法院依法认定被告
人张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许某犯故
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
告人张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案例4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2012年6月4日18时许，被害人
王某某、韩某某、侯某某在滕州市
羊庄镇中心中学门前玩耍时，见
被告人薛某某、任某在校门前与
该校女生聊天，王某某对薛某某、
任某语言挑衅，薛某某、任某不甘
示弱，双方继而发生口角并相互
厮打。在厮打过程中，被告人薛某
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王某
某、韩某某、侯某某刺伤，王某某后
经救治无效死亡。经法医学鉴定：
王某某系因心脏破裂、心包填塞死
亡；韩某某身体所受损伤属轻伤；
侯某某身体所受损伤属轻伤(偏
重)。法院认定被告人薛某某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
告人任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5月28日，枣庄中院未成年人审判庭的法官来到龙泉小学、昂立希望小学，为学生们送去《法律读本》，讲解
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

1、关键词：抚养费
市民：我是全职主妇，丈夫

外出打工一出去一年，对家里
不管不问，凭我的能力无法抚
养孩子，我可不可以要求离婚
或直接要求丈夫支付孩子的抚
养费？

记者帮问：根据《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相关规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
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
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
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您可以作为孩子的法
定代理人主张权利。

2、关键词：务工子女就读
市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在 城 区 学 校 就 读 需 要 什 么 条
件？

记者帮问：根据相关规定，
需要条件如下：①原籍户口簿
(户口簿上能够证明监护人与
被监护人的关系 )；②父母至少
一方的工商营业执照 (同时出
具近一年的纳税单据 )或经劳
动保障部门审批的正规劳动合
同；③房权证 (房主应为适龄儿
童的父母 )或有效期内的暂住
证或房产交易部门审批的租房
合同；④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出具的同意外出入
学证明；⑤《儿童预防接种证》
(小学招生用 )、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 (县或乡计划生育部门出
具)。 (于鹏 整理 )

拿起热线
你问我答

枣枣庄庄供供电电公公司司““三三抓抓一一创创””提提升升设设计计质质量量
做法在山东电力17个地市级经研系统推广

打破以往项目完成再评审的流
程，自开始设计介入，同步推进，“在
线纠偏”。评审关口前移的做法，不仅
避免了问题“出现才能解决”的被动，
且无需后期集中组织整改，赢得了将
近2天的宝贵时间。

这是国网枣庄供电公司116个迎
峰度夏配网项目快速通过评审的故
事，也是他们“三抓一创”提升输变电
工程设计质量带来的变化。

设计是电力工程建设的起步环
节，也是关键环节，直接决定着输变电
工程建设的工期、质量、投资、运维安
全和生产的综合经济效益等。枣庄供
电公司从日常设计专业特别容易出问
题的环节入手，以“抓接口，强化设计
专业配合；抓差错，杜绝重复设计差

错；抓现场，确保设计可靠实用；创优
秀设计”为主线，高端定位，规范推进，
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电网规划、工程
设计、项目评审等工作的有序开展，推
动了设计资质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持续
提升。

“抓接口”，就是打破各个专业“一
亩三分地”的惯性模式，专题梳理一
次、专业、土建、通信、线路等五大专业
的所有接口界面，针对性推出“专业接
口关键控制点”8项26条规定，以及可行
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三阶
段15条重点，配套出台管理办法，确保
各专业无缝对接。“抓差错”，明确“错
误不能犯两次”的原则，通过每月对差
错公开曝光，配套跟上预防、查漏、纠
错、追溯等四步严控措施，做到“一人

生病，集体吃药”，让重复错误“无处可
逃”。“抓现场”，要求设计人员严格开
展“现场收资、技术交底、工代服务、
设计回访”等现场工作，多“接地气”，
多跟业主、施工、监理、运行单位沟
通，及时解决问题。“创优秀设计”，是
在“三抓”的基础上，每年锁定一批创
优工程目标，以“金墨斗”创新工作室
为平台，组建创优团队，通过“学、育、
辩、创、展、知”等措施，推动创优工作
风风火火开展。

“三抓一创”做法，让枣庄供电公
司经研所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规范提
升，整体工作呈现出提速快跑、争先超
越的良性态势。截至今年5月27日，他们
完成“500千伏邹枣线过流切负荷安装
稳定控制装置”等大修和技改工程施

工图设计7项、基建工程7项、可研工程9

项、初设工程2项，夺得年度设计承包
商资信评价山东区域乙级资质第一
名，省优、部优工程已达9项。

5月6日、5月23日，山东省电力公司
副总经理李锡成先后两次到枣庄调
研，肯定枣庄供电公司经研所建设有
特色、有成效，走在了全省系统前列，
认为“三抓一创”做法值得在全省推
广。5月20日,山东省电力公司在枣庄供
电公司专门召开现场会，推广“三抓一
创”做法，60余名来自17个地市的经研
所负责人和设计室、技经室主管参加
了现场观摩学习。彰显着“脚踏实地、
创新超越，奋勇争先“品质的枣庄供电
经验再次领跑齐鲁大地，成为最美的
风景线。 (鞠同心)

国家级重点学校，2014

年开设发、供电专业全日制
统招“三二连读”大专班和中
专班，毕业后按专业全部对
口安置到发电厂、供电等单
位工作，保证学生全部就业，
省人社厅签发《就业报到
证》。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汪
沟驻地，从长途汽车站乘K57

路公交车到校下车
电话：0539-8532618

8530909

网址：www.lydlzz.com

学电力专业
干电业工作

临沂电力学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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