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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名员工状告原老板

三河法院帮助维权成功
本报讯 （记者 李新苓 通讯员 王春柳
徐建国） 近日，三河法院成功调解了 33 名
员工状告三河市某足浴中心老板的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并当庭出具了调解书。双方当事
人一致对法院和法官的调解工作点赞。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杨某等 33 名员
工先后来到三河市某足浴中心工作，分别担
任店长、足疗技师、服务员等职务。当时，
该足浴中心与员工约定按月支付工资，即次
月 15 日发放上月工资。2018 年 3 月 14 日，
该足浴中心因自身原因停业，而且自 2018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都未给员工发放工资。杨
某等 33 名员工见足浴中心停业，便多次向

其索要应得工资，都遭到拒绝。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尽快拿回工资款，杨某等 33 人
分别将该足浴中心起诉到了三河法院。
2018 年 3 月 22 日，三河法院依法立案
受理的这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并将案件分
到了杨庄法庭。法官接手这这起案件后，通
过分析案情，发现杨某等人分别来自云南、
河北等 12 个省市，涉及汉族、回族、满族
等 5 个民族，年龄最小的 17 岁，年龄最大的
60 岁，被拖欠的工资数额从 5 千元到 4.4 万
元不等，合计金额达到了 50.61 万元。法官
考虑到此系列案涉及人数众多、金额较大，
如果简单机械地就案办案，不仅会花费较长

的诉讼时间，还会引起杨某等人的焦急情
绪。
法官第一时间想到了调解，并及时与被
告足浴中心经营者刘某取得了联系。通过多
次电话沟通，法官发现刘某也有调解意向，
便为其讲明了此案之间的法律关系。2018
年 5 月 3 日，法官将原告杨某等人与被告经
营者刘某一同约至了三河法院，当庭为双方
组织调解工作。
最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约定
被告某足浴中心 2018 年 5 月 6 日前一次性支
付原告杨某等 33 人工资款共计 50.61 万元，
双方再无其他纠纷，并签字确认了调解书。

交警走进幼儿园 带着萌娃学交规
本报讯（记者 李新苓）为增强幼儿园小朋友的交
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6 月 12 日上午，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宣传民警与辖区责任民警一
行走进广阳区第五幼儿园，为孩子们上了一场精彩的
交通法规和安全知识课，幼儿园 300 余名幼儿及家长
代表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
活动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交警们特意准备了
简明直观的交通信号标志和幻灯片，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给孩子们讲解怎样安全过马路、认识各种交通标志等交
通知识，并结合生活实际，在游戏情境中引导幼儿参与
互动，
学习交通指挥手势，
增进对交通知识的了解。
此次“交警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认识了各种各样
的交通标志，了解了行路时的交通规则，提高了自我保
护意识，
更充实了幼儿园安全教育内容。
活动中，宣传民警表示，此次交通安全课进校园是
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市主城区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的一个延伸，提醒幼儿家长在幼儿园附近要规范停车，
遵守交通规则。家长们纷纷表示：
“交通安全课进校园
对孩子来说很有意义，我们作为家长一定做到规范行
车、停车，
为孩子树立好榜样。”
下一步，民警还将持续深入到辖区各中小学、幼儿
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规范停车等活动。

等人，因墓地外围建筑物被推倒一事与张
宇、张冰发生争执，后李海、李山对张宇、
张冰进行殴打，致张宇面部损伤、鼻骨骨
折，经鉴定，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致张
冰眼睑挫伤，经鉴定，其损伤程度为轻微
伤。
2017 年 4 月 27 日，李海主动到廊坊市公
安局安次分局杨税务派出所投案自首。
安次区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海、李山当庭

表示自愿认罪，李海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
议。
该院经审理认为，李海、李山因与张宇、
张冰发生民事纠纷后殴打两人，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致张宇轻伤二级，致张冰轻微伤，其
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
立。依法作出判决：李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李海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98 元买瓶红酒 一个月后被骗 50 万元
象
万

视野

一个月前在商场买了一瓶红酒，一个月
后竟因此而被骗走 50 万元，而这一切，都
是因为受害者警惕性差、轻信陌生人转账要
求所致。
今年 5 月初，沧州市民王某在商场里买
了一瓶红酒。差不多时隔一个月后，6 月 3
日下午，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客服”的电
话，该“客服”表示，打电话是因为王某是
店里的“黄金会员”，想询问其对酒是否满
意。
王某记得自己当时买酒好像注册了会
员，但并不知道是“黄金会员”。“客服”耐
心地解释道，“黄金会员”可以享受很大的
优惠折扣，但每月需要从绑定的银行卡上，
扣除 600 元的会员费。
王某听到 600 元会员费，顿时有点着
急。他赶紧表示，注册会员时并没有人告诉

本报讯 （记者 张泰源） 近日，京
台高速发生一起因车辆爆胎引发的交
通事故，车辆失控打转，侧躺在行车
道上，车上四人有三人受轻微伤。
当日 18 时许，京台高速天津方向
K51+200 处，一辆鲁 N 牌照的灰色面
包车在第一行车道行驶过程中，突然
右后轮爆胎，车辆瞬间失控，先是冲
向第二行车道，随后车头调转，与中
央护栏发生碰 撞 ，此 后 又 连续打转 ，
最后侧躺在第一行车道内。事故造成
面包车前后挡风玻璃破碎，车体受
损，三人受轻微伤。
民警提示：要及时有效地检查并
排除车辆安全隐患，轮胎要经常检查
是否达到磨耗标志 （花纹沟深度） 警戒
线，正常使用的轮胎磨耗到此标记就应
即时更换；至少每两个月检查一下气
压，不能只用目测其下沉量，如发现气
压不足，应查找漏气的原因；经常检查
轮胎是否有扎钉、割伤等损伤，发现损
伤的轮胎应及时修补或更换。

货车自燃 车毁物损

墓地外围建筑物被拆 兄弟俩殴打他人获刑
本报讯（记者 李新苓 通讯员 李艳霞）
安次区某村的兄弟俩人因墓地外围建筑物被
拆殴打他人致人轻伤，日前，安次区法院公开
审理了此案件。
安次区某村的李海、李山为叔伯兄弟，
他们的祖坟占用了张宇家的承包地，两人在
墓地外围又建设了建筑物，张宇发现后，叫
来弟弟张冰一同将墓地外围建筑物拆毁。
2017 年 3 月 29 日，李海、李山及李亮

面包车爆胎后侧翻
三人受轻伤

自己会扣费，自己平时不经常喝酒，也没必
这次“客服”没有说出具体的转账金
要注册“黄金会员”，看能否解除绑定。“客
额，只是让王某按照其所说的进行操作。
服”随即表示有可能是王某误操作了，可以 “ 一 个 五 ， 按 零 ， 再 按 零 ……” 等 到 转 完
帮忙取消绑定，但需要先转账保留凭证。听
账，王某才反应过来刚刚转了 50 万元。
到能取消，王某没有多想，便按照“客服”
由于 50 万元金额较大，转完账之后，
的要求进行网上转账。
王某心里也有些犯嘀咕。还没来得及多想，
“客服”先是要求王某从支付宝转账，
一个自称“银行客服”的人打来电话，称在
承诺转完后立即退回。随后王某将支付宝上
网上监测到王某转出了一大笔金额，怀疑其
仅有的 6 块多，转给了“客服”提供的账
被骗了。
号。王某刚转过去一分钟，“客服”又转了
王某听了之后，心里更加没底，赶忙报
回来，表示金额太小不能作为凭证，需要再
了警。民警赶到之后，王某的手机上依然有
转一次。
电话不停地打进来。
由于支付宝上没有钱，王某从蚂蚁借呗
民警朱桂震表示，这很有可能是骗子的
上贷款 1 万元，给“客服”提供的账号转了
连环圈套。“我们猜测，接下来的电话很有
过去。像上次一样，这次转过去的钱，“客
可能会自称是‘某公安机关’，索要王某的
服”立刻给王某转了回来。
信息。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会实时监测每个人
此时，“客服”称这次的转账凭证还是
的资产，也不会在账户有资金流动后，马上
没能打出来，并询问其是否能用银联卡转
打电话通知。骗子很有可能是看到王某银行
账。王某自己平时做生意，也会用银联卡进
卡上钱较多，想继续骗取其钱财。”
行网银转账。为了确保这次转账能打出凭
民警提示，对于陌生人要求的转账，
证，王某将网银上的转账页面做了一个截
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目前，
屏，发送给了“客服”提供的邮箱。王某的这
该案已移交辖区刑警队，正在进一步调查
张截屏上显示，他的银行卡上有170余万元。
当中。
（据河青）

本报讯 （记者 张泰源） 6 月 8 日，
廊沧高速发生一起货车自燃事故，虽经
文安消防大队全力灭火，但车辆及货物
仍全部烧毁。
当日凌晨 4 时左右，廊沧高速廊坊
方向 K47+380 处，一辆拉运橡塑保温
材料的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尾部起火燃
烧，于是立即在应急车道停靠。
由于橡塑材料易燃，火势发展迅
猛，现场的灭火器材和文安消防大队两
台消防车都不足以控制火情，彻底扑灭
非常困难。三个多小时后，大火终于被
扑灭，货车拉载的全部货物烧毁，车辆
仅剩框架。
据驾驶员介绍，该车系由沧州河间
出发，去往长春。行驶过程中，并未随
意丢弃过烟头等火源，起火原因不明。

文安县启动公益诉讼
保障外卖食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李新苓 通讯员 刘
会藏） 随着网络订餐进入寻常百姓家，
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得到大家重视。
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近日，文安
县人民检察院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督促开展网络订餐专项整治行动。
4 月 3 日，文安县检察院向县工商
和食药监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对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在经营活动主页面未按 《网络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要求
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信息的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
县工商和食药监局在收到检察建议
后，迅速研究部署，对于检察建议提出
的网络订餐存在的问题，约谈主要负责
人，明确责任要求，责令限期整改。同
时，对网络订餐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进行了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
处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 法律宣传教育。
6 月 12 日，文安县人民检察院与
县工商和食药监局召开联席会议，并邀
请商户代表参加，对此次专项整改进行
总结。网络订餐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文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托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依法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
机关加强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促
进 16 家入网商户全面整改，有效防范
了网络食品消费中的安全风险，维护了
人民群众网络上的舌尖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