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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假释释期期间间两两次次贩贩毒毒给给同同一一人人
被捕时车内藏毒1 . 696克，男子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
领娣 ) 滨州一男子获刑假释
期间，竟然贩卖毒品，并分两次
售卖冰毒约0 . 6克，被抓时在
车内搜出毒品1 . 696克。日前，
滨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
决，与前罪余刑并罚，决定对该
男子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据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2014年10月中旬一天，被告
人霍某在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
一路车管所门口，贩卖给李某
甲基苯丙胺(冰毒)一包，约0 . 3
克，获毒资600元。2014年10月
中、下旬一天，被告人霍某在滨
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滨州学院
南门附近，贩卖给李某甲基苯
丙胺一包，约0 . 3克。2014年10
月27日，公安侦查人员在滨城
区黄河三路、渤海三路路口附
近抓获被告人霍某时，在其本
田轿车前排手盒的一个钱包内
搜出4包白色晶体，总净重为
1 . 696克，从中均检出甲基苯
丙胺成分。而据检测报告书显
示，被告人霍某检测结果呈阳
性。

据李某说，2014年10月中
旬的一天下午，其在滨州北外
环车管所门口花600元从霍某
处买了一包冰毒，没有称重。第
二次是过了几天后，约10月中、

下旬的一天傍晚，其在滨州学
院门口花200元购买霍某某一
包冰毒，当时霍某某说那包冰
毒是500元，其欠霍某某300元。

霍某供述，2014年10月15日
或者16日下午，李某打电话让
其弄点冰毒，其让李某到车管
所那边去拿，其将车停在路西
边，李某到其车上给其600元
钱，其给了李某一包冰毒。过了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李某又
打电话让其给弄点冰毒，其让
李某到黄河五路渤海十三路滨
州学院南门路口处，给李某一
包冰毒，其当时说500元，李某
给了其200元，还欠其300元。

滨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

为，被告人霍某系贩毒人员，从
其车辆内查获的毒品，应认定
为其贩卖的毒品。因霍某犯故
意伤害罪，于2004年7月19日被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十四年，2013年7月31日被
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12
月14日。被告人霍某在假释考
验期内犯新罪，依法应撤销假
释，予以数罪并罚。

因此，滨城区人民法院做
出判决：被告人霍某犯贩卖毒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
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与前罪余
刑二年四个月十三天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一万元。

沾化一男子无固定职业，
2006年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今年1

月份，因涉嫌犯容留他人吸毒
罪被沾化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同年2月6日被逮捕。

沾化区人民法院审理查
明，2015年1月23日21时许，被告
人赵某在其租住的滨州市沾化
区沾化电厂16号楼内，容留李
某乙、李某甲、荆某吸食毒品。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某容留他
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容
留他人吸毒罪。公诉机关指控
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赵某归案
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
坦白，可对其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五十四条、第六十七
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
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
赵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千元。

本报记者 王领娣

容留他人吸毒

被判刑六个月

相关新闻

拿拿房房子子抵抵押押借借款款逾逾期期不不愿愿担担责责
被告称房屋非其所有，但仍被判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领
娣) 林子(化名)向李强(化名)
借款40万元，林子的岳父母姜
某、张某以其安置房为上述借款
提供抵押担保。借款到期后，因
林子未偿还借款本息，且姜某、
张某称在合同中约定的房屋非
其所有，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判决林子还款，姜某和张某
在林子不能清偿借款本息的
5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011年1月，原告李强与被
告林子及姜某、张某签订《房屋
抵押借款合同》，约定：林子向李
强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
月，姜某、张某以其两处安置房
为以上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当
日，公证处针对该合同进行了公
证，但涉案房屋均未办理房地产
权利证书，也未进行抵押登记。
合同签订后，李强将约定的款项
交付给林子。借款到期后，林子
未偿还原告上述借款。

法院同时查明，被告姜某、

张某于2012年4月将抵押房屋
中的一套办理了房产证，但房
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其女儿姜某
某，而将另一套房屋出卖给他
人。被告姜某、张某辩称在合同
中约定的房屋非其所有，故不
应对上述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姜
某、张某辩称合同所载明的抵
押房屋不属于其所有，与法院
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不应承担
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涉案
的抵押房产不能办理相关抵押
登记的情况，作为债权人(抵押
权人)的原告及作为抵押人的
被告姜某、张某均应明知，也即
双方已经知道所抵押的房屋存
在权利登记上的瑕疵，实际上
也未到相应部门进行抵押登
记，故原告及该两被告对导致
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均有过
错。根据担保法及相应的司法
解释的规定，作为担保人的被
告姜某、张某承担民事责任的

部分，不应超过被告林子不能
清偿债务部分的1/2。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林子
归还原告李强借款本金40万元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被告姜某、
张某对以上借款本息在被告林
子不能清偿的50%范围内承担
赔偿责任。

消 防 风 采 录

邹平县临池镇

多举措提高
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池镇
计生办通过转作风、提效率，多举
措提高群众满意度，取得了良好
效果。

该镇从群众需求入手，通过
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
式，了解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
需求，及时调整计生工作方式方
法，为群众提供针对性和个性化
服务，让群众满意。积极开展“计
生助福”活动，把投资少、风险小、
见效快的信息编印成册，免费发
放给群众，筹措50万元资金帮助
计生家庭发展生产。充分发挥人
口学校、协会组织活动的作用，开
展种植养殖和加工生产技能培
训，切实帮助群众少生快富奔小
康，让群众高兴。积极开展“便民
服务”活动，定期组织技术服务人
员携带医疗设备进村为育龄群众
查体，对进入更年期的妇女想参
加检查的，也无条件满足他们的
需求。 (宋淑房)

邹平县魏桥镇：

确保人口计生
信息统计质量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县魏
桥镇计生办高度重视人口计生信
息化建设工作，把人口计生信息
化建设作为提升全镇人口计生服
务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来抓，采
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人口计生
信息统计质量。

一是强化业务培训。通过每
月例会对镇计生网长和村计生专
干实行常态化培训，在统计方法、
数据收集等方面进行培训并及时
掌握新形势下人口计生信息工作
的特点，任务和新的统计口径，切
实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的计生专业
队伍。

二是加大核查力度。镇计生
办人员定期逐户走访，收集全员
人口信息，对个案信息缺项、错
项、漏项进行核实和去重补漏，组
织人员定期进行数据核查，确保
源头数据准确。

三是实施信息共享。镇计生
办与民政婚姻登记处、派出所、卫
生院、防保站等建立人口计生信
息通报制度，及时互通交流人口
信息，促进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

(孟凡文)

7月20日上午，滨州市委常委、副市
长赵庆平专题听取消防支队关于近期消
防工作的汇报，并就持续抓好火灾防控、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队伍建设、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市
政府副秘书长甄恩如，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王洪涛，消防支队支队长焦培
文、政委李飞参加汇报。

消防支队详细汇报了上半年全市消
防工作情况、消防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
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下阶段主要工
作思路及部队执勤实力和编制情况。

赵庆平副市长对焦培文支队长、李
飞政委到滨州工作表示欢迎。在听取汇
报后，赵庆平副市长指出：消防支队新班
子工作状态好，责任心强，短时间研究制
定出符合滨州实际的工作思路，体现了
对滨州人民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

(通讯员 田晓静)

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庆平
听取消防工作汇报

为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增强事
业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意
识，有效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7月21日，
阳信县公安消防大队走进齐商银行为单
位员工送上了一堂内容丰富的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课。

培训课上，消防宣传员首先组织人
员观看了典型火灾案例宣传片视频，然
后结合银行部门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防火措施和管理办法，对员工在日常工
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具体防火要求，全方位、多层次阐述了消
防安全的重要性。随后，消防宣传员向员
工播放了火灾课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
言认真讲解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并现
场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宣传员还
具体讲解了如何在火场中逃生自救等，
教会工作人员如何应对突发火灾的一些
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通讯员 田晓静)

走进齐商银行
开展消防培训

为充分发挥消防站的宣传作用，广
泛深入做好消防宣传工作，提高幼儿园
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7月20日上午，来
自无棣县华美幼儿园师生走进无棣县公
安消防大队参观消防站，学习消防安全
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

参观过程中，消防大队解说员采用
浅显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与孩子们进
行互动交流，并为师生讲解消防安全常
识。在官兵的带领下，师生们依次参观了
不同类型与功能的消防车辆、战斗服、消
防器材等，同时，消防官兵为师生们介绍
了消防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并重点
讲解了学校及家庭可能存在的火灾隐
患，以及面对火灾如何逃生自救等知识。
一部分小朋友还在官兵的指导下穿上战
斗服、戴上安全头盔等“零距离”接触器
材装备。

(通讯员 田晓静)

幼儿园师生
走进消防大队

近日，我国很多地区雨水较多，连续
潮湿阴雨的天气，极易诱发电气类火灾。
消防部门提醒，阴雨天气，更要提防电器

“走火”。
1 .对家中电器、线路进行一次大检

查，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和电器，避免带病
运行，家用电器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切断
电源，各种家电最好每天都开启一段时
间，利用电器通电后产生的热量对电器
内部进行除湿；

2 .插线板上的插座一定要插实，如
果插得不紧，即会给电弧产生创造条件，
同时，高负荷用电、私搭乱接电线等也易
引发火灾；

3 .对容易被雨水浸泡的电线，应采
取迁移或架空等防护措施，在潮湿、高
温、腐蚀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敷，应
使用套管布线。

(通讯员 田晓静)

消防提醒：
电器防火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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