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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一男子被冒名离婚

法
制
2019.6.12

◇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赤峰消防 保驾护航
赤峰市消防支队

为物业行业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为提高物业行业消防
安全意识， 提升居民小区消防安
全管理能力， 助推电动车消防安
全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近日，赤
峰市消防支队积极行动， 在本辖
区内开展物业行业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
培训中，支队宣传人员结合居
民小区防火安全知识和夏季火灾
特点，向参训人员讲解了近期亡人
事故的火灾案例，以血的教训警醒
参训人员要高度重视火灾危害，同
时向参训人员详细讲解了如何正
确拨打火警电话，火灾发生后如何
逃生自救，并现场示范了逃生面罩
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为了使培训效果更加有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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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王峤
本报讯 近日，赤峰市交警支
队四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威信
押运公司， 对从事银行押运的驾
驶员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营
造良好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舆论 氛
围。
此次交通安全知识培训课分
交通安全形势分析和武装押运交
通安全知识两个部分。 活动结束
后， 大队民警还对公司 8 台押运
车辆的牌照、证件、检验情况等进
行了检查， 要求驾驶员在出车前
要时刻保 持 车辆 的 油 水 电 量 充
足、 不得随意将车辆进行拆卸改
装，随时保持车辆的技术性能，避
免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交
通意外。

警示
路口转弯需谨慎
注意观察才安全
◇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任蕾

传人员组织参训人员一起体验一
次“生命通道”和“灭火救援”，参训

人员踊跃参与，积极响应。
（刘文华）

（武焱鑫）
起了一股学习热浪。
近日，红山区公安分局东城派
出所按照分局的安排部署，开展打
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集
中宣传日”活动。宣传中东城派出所
出动警 2 辆、警力 8 人，宣传深入
学校周边、企业、入村入社区入户、
入机关及人员密集场所，采取设立
宣传点、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通
告、悬挂宣传条幅、现场讲解私存
枪爆物品及网上涉猎枪爆物品的
危险性和违法性等。
（马宇新）
近日，翁牛特旗乌丹蒙中结合
学校实际，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探索
形成了一套创建“无毒”校园工作
模式，在广大教职员工、学生及家

长中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通过
强有力的工作举措，全面提升了全
校禁毒教育管理工作水平，为创建
“无毒”校园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孩
子们打造了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
“无毒”天空。
（马妍）
6 月 4 日晚， 红山区公安分局
昭乌达路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指
令称， 在红山区时代天骄大门口，
有人驾驶车辆故意堵住小区大门，
严重影响了小区其他住户车辆的
的正常通行。 接到指令后，值班民
警立即赶往现场，看到一辆银色轿
车横向挡在小区大门前， 车内无
人。 目前，王某因涉嫌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被分局依法给予行政拘留
七日的处罚。
（李楠）

◆警法短讯

近日，翁旗森林公安局党支部
以固定党日为契机，组织全体民警到
鸭鸡山国有林场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 位于梧桐花镇梧桐花村南梁的
国有林地造林现场，和风微煦、艳阳
高照，“新枝新叶添新绿、为民务实
传真情”等宣传条幅高高悬挂，鲜红
的党旗迎风飘扬，翁旗森林公安局
30 余名党员民警在梁立波副局长的
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 （徐赢男）
“
学习强国”APP 是新形势下强
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创新探索，
是推动公安民警学习的重要载体，
全体党员民警、辅警，要认真参与，不
断提升素质，确保取得实效。近日，红
山区看守所积极组织督促所内全体
党员干部下载并充分利用 APP，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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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院送达过程中，面对“姜某”在
电话里有别于本地方言的口音，送
达干警也有所怀疑，反复向其确认
身份，但是张某菊坚称丈夫常年在
长沙打工，口音自然有变化，而且
电话中“姜某”对家庭事实的陈述
与张某菊的陈述也非常吻合，两人
最终蒙混过关，张某菊如愿得到了
离婚判决文书。此后，张某菊一直
对丈夫隐瞒事实，并以各种名目向
在外打工的丈夫索要钱款，满足家
里的消费开支。
张某菊自作聪明，涉嫌虚假诉
讼， 后果十分严重。2019 年 5 月
31 日， 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对张某
菊做出了司法拘留 15 日的处罚。
嗣后，法院将对已经做出的离婚判
决通过再审予以撤销，同时对张某
菊、“刘永”的行为性质进行综合评
估和研判后，作出是否以涉嫌虚假
诉 讼 移送 公 安 机 关 侦 查 的 决 定 ，
“刘永” 这个假被告也很可能坐到
真正的被告席上。

·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
媒体记者从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
法院了解到，今年 2 月，因与妻子
感情破裂，巴林左旗男子姜某到法
院起诉离婚，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
他申请立案时， 立案人员却告诉
他， 他已经于 2018 年 1 月通过诉
讼和妻子离婚了。姜某登时摸不着
头脑，虽然这几年他和妻子张某菊
的感情不稳定，但 2018 年他一直在
辽宁盘锦打工，根本没有办理离婚
诉讼。
但是法院给姜某出具的法律
文书显示，2018 年 1 月， 姜某的妻
子张某菊起诉离婚，因姜某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原告张某菊与被告姜某离婚。
因张某菊对法院称不知道姜某的
下落， 法院对判决书进行了公告送
达。姜某连声否认他知晓此事，法院
又拿出了他在应诉阶段的电话录

音， 证明他知道妻子张某菊起诉离
婚的事实。在听过录音后，姜某断然
表示，电话里的这个人不是他！那么
这个神秘的“被告”到底是谁？他和
张某菊又是什么关系呢？2018 的离
婚诉讼是张某菊提起的，所谓丈夫
的电话号码也是张某菊提供的，感
到事态严重的巴林左旗人民法院
立即找到张某菊核实情况。面对法
院的多次问询， 张某菊虽然遮遮掩
掩，但事实还是逐步浮出水面。
原来， 张某菊与姜某于 2008
年结婚后， 因姜某常年外出打工，
夫妻感情逐渐淡漠。 近几年来，张
某菊几次向丈夫姜某提出离婚，姜
某始终不同意，张某菊遂将一部分
感情寄托到社交网络。 在“派派”
上，张某菊认识了自称“刘永”的湖
南长沙男子， 在网上交往过程中，
张某菊向“刘永”倾诉婚姻烦恼以
及想要离婚的想法。不久后二人共
谋，由张某菊到法院起诉离婚，“刘
永” 冒充姜某应对离婚诉讼程序。

本报讯 近日，在赤峰市新城
区驾驶人 薛 某 驾 驶 自 己的 越 野
车， 沿玉龙大街行驶至锦山路准
备左转弯，正要进入锦山路时，与
一辆沿 锦 山 路 直 行 的 小 货 车相
撞。 两车均受损， 好在此次事故
中，无人员受伤。
事发后， 交警支队三大队办
案民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并结合监控视频及双方当事人的
描述， 查明发生该事故的直接原
因是驾驶人薛某没有注意观察车
辆周边情况， 在道路上转弯时未
让直行车辆先行， 碰撞在路上正
常行驶的车辆，造成两车受损。薛
某因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左转弯
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而肇事，违
反了 《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第七项， 机动车通过有
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 在没有方
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转弯
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 行人先
行。 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
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之规定，
其违法过错是导致此次事故的直
接原因，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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