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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刘影 陈
昌军 记者陈晓东） 4 月 30 日
下午，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及秀
峰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一
起来到甲山街道办官桥村李某
平家中开展司法救助工作，送
达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决定书，
并为其一对未成年的双胞胎女
儿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共 10 万
元。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查明，
2019 年 6 月 18 日 21 时许，被
告人韦某才在租住处楼下小卖
部买东西时遇到被害人黄某
平。两人因债务问题发生冲
突。韦某才打电话给被告人王
某明，喊其过来帮忙。随后，
王某明携带一把折叠刀赶到黄
某平住处门口，与韦某才一起
殴打黄某平。期间，王某明持
折叠刀刺伤黄某平左胸等部
位。黄某平后因伤势过重死
亡。案发后，王某明逃离现
场，韦某才被警方控制。次日 6
时许，王某明被抓获归案，并
起获作案折叠刀。

黄某平遇害后，家里留下
妻子李某平和一对双胞胎女儿
大黄、小黄。大黄和小黄年龄
都是 12 岁，读小学五年级。黄
某平生前是其家庭中主要劳动
力。李某平文化水平低，因长
年在家照顾女儿及公婆，无业

无收入。现李某平、大黄、小
黄与黄某平的父母共同居住，
一家 5 口人主要靠黄某平父母
的 2000 余元退休金维持生活。
此外，其一家居住的房屋因年
久失修，多处漏水严重，无钱
维修。案发后，李某平家至今
未收到 2 名被告人任何赔偿及
其家人的任何赔偿，目前家庭
生活困难。

黄某平遇害后，李某平作
为大黄和小黄的法定监护人，
以生活困难为由，代理两个女
儿向检察机关提出国家司法救
助申请。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和秀峰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大
黄和小黄因父亲遇害后，家中
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且没有获
得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任何赔
偿，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符合
国家司法救助的有关规定，应
当予以救助。于是，桂林市检
察院决定给予小黄国家司法救
助金 5 万元，秀峰区检察院决
定给予大黄国家司法救助金 5
万元。

“感谢党和政府以及检察
院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一定要
好好读书，长大了做对社会有
用的人。”接过救助金后，李
某平一对双胞胎女儿很懂事地
说。

本报讯（通讯员潘玉洁 记者莫
俊）近日，永福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韦
某某组织、强迫卖淫罪一案进行远程
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处其有期徒
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据了解，该案是永福法院 2020 年
审理的首起涉恶案件，同时也是该院
涉黑涉恶案件中首名女性作为被告人
的案件。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廖某笼络
刑满释放人员、缓刑考验期服刑人员
及社会上的无业人员，逐渐形成以廖
某（已判刑）为纠集者，石某（已判
刑）、刘某（已判刑）、吴某甲（已
判刑）、廖某甲（另案处理）、被告
人韦某某等人为参加者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该集团主要组织、强迫多名未
成年人从事卖淫活动。期间，韦某某

多次以殴打、辱骂、恐吓等方式威胁
未成年人吴某乙、莫某某，迫使其二
人继续帮助廖某卖淫获取非法利益，
并伙同廖某等人接送吴某乙、莫某某
到宾馆、酒店进行卖淫活动。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韦某某
在明知廖某组织、强迫多名未成年人
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仍多次帮助
廖某接送、打骂未成年人卖淫，其行
为构成组织、强迫卖淫罪。鉴于韦某
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系
从犯，法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韦某
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认
罪认罚，法院对其从轻处罚。根据韦
某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顶梁柱”遇害致家庭陷入困顿 检察机关开展司法救助

10 万元救助金及时送到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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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搬家·搬厂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借 贷 担 保

抵押低息贷款 18677395925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材料德高雨虹，工商注册
屋面卫生间外墙等 2807111补漏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防水 2820386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 18978385136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吉庆搬家 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卷闸门·电动门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开
票

厨厕马桶汽车清理
房顶卫生间补漏疏通 2883818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政·清洁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家电·家具维修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 18007877699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3152599266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本报讯（通讯员覃福生 黎远宝
记者陈晓东）荔浦男子赵某在朋友

家玩耍后离开时见小区有一辆电单车
车头灯亮着，走上前发现未锁，起了
贪念，将车辆骑回住处供自己使用。
随后，该男子被警方抓获。经荔浦市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近日以犯
盗窃罪判处赵某拘役 5 个月，并处罚
金 2000 元。

2019 年 12 月 14 日 21 时许，在
荔城镇某小区朋友家玩耍后离开的赵
某在小区一电单车停放处见有一辆电
单车车头灯亮着，便上前查看，发现
该车未锁，钥匙还在，便起了贪念。
趁四周无人，赵某将车骑走逃离现
场。被害人报警后， 12 月 24 日 11 时

许，公安民警在双江镇路口处将赵某
抓获。次日，公安民警在赵某的住处
提取被盗的电单车一辆。经鉴定，该
电单车价值人民币 2400 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将被盗车辆
发还给被害人。今年 1 月 7 日，赵某
被逮捕。 3 月 24 日，荔浦市人民检察
院指控赵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予依法
惩处。赵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小区电单车没上锁
男子起贪念盗车被拘

参与恶势力团伙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

永福一女子获刑 5 年 6 个月

本报讯（记者莫俊 通讯员李成
俊）“我儿子把赡养费给我了，谢谢
你们帮忙！”日前，一位耄耋老人走
进阳朔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办公室，对
法院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陶大爷今年 84 岁，膝下育有四个
子女。早年儿子小陶因分家产事宜与
父亲发生矛盾，从此父子二人往来甚
少，小陶也拒绝履行对陶大爷的赡养
义务。 2019 年经阳朔法院判决，小陶
每月向陶大爷支付赡养费 400 元。判
决后，儿子小陶与父亲的误会不断加
深，迟迟不履行判决，拒绝支付赡养
费。无奈之下，陶大爷再次请求法院
帮助。

4 月 23 日，阳朔法院收到陶大爷
的强制执行申请后，立即启动执行立
案“绿色通道”，执行法官迅速着手
案件执行工作。执行法官考虑到此类
家事纠纷如果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必然会加深陶大爷与小陶之间的
感情裂痕，不利于家庭和睦。为了能
将案件尽快执行到位，修复陶大爷与

小陶父子之间的感情，执行法官对案
件材料重新梳理，试图从材料中发现
案件执结的平衡点。

经过查询小陶名下银行账号，执
行法官发现小陶并不是没有经济能力
赡养老人，而是与老人置气。执行法
官电话联系小陶，对其进行批评训诫
和普法教育，并将拒不支付老人赡养
费用的法律后果向小陶做了详细的说
明；同时亦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劝说
小陶打开心结，解开其与父亲之间的
矛盾和误会，给小陶上了一堂深刻的
“孝道”课，让他认识到孝顺老人是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
应尽的义务。

“你父亲其实不是真的想要你的
钱，而是想喊你偶尔回家吃顿饭，有
机会多陪陪他。”在执行法官的劝说
下，执行立案当晚小陶就回到父亲家
中，陪着陶大爷一起吃晚饭，并向其
道歉，将 4800 元赡养费交到了陶大爷
的手中，且保证今后会如期支付赡养
费，父子俩误会解除，冰释前嫌。

儿子拒付赡养费 老父亲求助法院

法官温情巧化纠纷

反目父子再续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