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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
“小积分”焕发美丽乡村
“大动能”
2022 年 9 月 21 日，孟州市谷旦镇卢村电力爱
心超市，两个小朋友通过“小手拉大手”道德积分，
挑选自己喜欢的物品（学习用品）。卢村是国网孟
州市供电公司第一书记驻点帮扶村，该公司党委与
卢村党支部秉持
“有德便有得”理念，携手开设电力
爱心超市，将电力元素和当前正在开展的“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支部过硬”
“五
星”支部创建元素有机结合，对村民
“五美家庭”
“乡
风家风”
“村规民俗”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评分，所得
积分可用于兑换五金工具、米面粮油、学习用品、农
机用具等用品，以道德
“满格电”为乡村振兴充电赋
能。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杨继盈
通讯员 白水平 陈欢欢 摄影报道
2022 年 9 月 21 日，孟州市谷旦镇卢村电力爱
心超市，一组村民吴小梅、卢玲香通过“好邻居”道
德积分，开心地兑换到了自己喜欢的物品。卢村是
国网孟州市供电公司第一书记驻点帮扶村，该公司
党委与卢村党支部秉持
“有德便有得”理念，携手开
设电力爱心超市，将电力元素和当前正在开展的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支部过
硬”
“五星”支部创建元素有机结合，对村民
“五美家
庭”
“ 乡风家风”
“ 村规民俗”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评
分，所得积分可用于兑换五金工具、米面粮油、学习
用品、农机用具等用品，以道德“满格电”为乡村振
兴充电赋能。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杨继盈
通讯员 白水平 陈欢欢 摄影报道

“狗咬狗”引争端 治疗费用谁承担 解放法院判决：被告承担 20%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张慧茹
两位业主在小区遛狗，两狗
发生撕咬，小狗被严重咬伤，宠物
医院治疗费用谁来承担？近日，
焦作市解放区法院审理了此案。
某日上午，原告林某带其博
美犬（6 公斤重、小型犬）在小区玩
耍，
此时被告陆某带领其拉布拉多
犬（30 公斤重、大型犬）恰途经该
处。原告的博美犬未用束犬链牵
引。两狗突然发生撕咬，
小型博美
犬被咬伤，
在宠物医院治疗 5 日。

林某认为因爱犬受伤产生的
治疗费、误工费、药店药品费应由
被告承担部分，双方多次协商未
果，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
偿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
计 3000 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饲养动物
损害责任纠纷。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原告
携犬出户玩耍时未用束犬链牵
引，致使其犬只脱离原告控制范
围而自行跑到被告所牵引的犬只
跟 前 ，被 被 告 饲 养 的 犬 只 咬 伤 。
原告对其饲养的犬只被咬伤的损
害后果存在重大的过失，故可以
减轻被告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综合以上情节，
本院酌定被告
陆某对原告的各项损失（医疗费、
误工费合计 2500 元）承担 20%的
赔偿责任。最终判决被告陆某应
赔偿原告林某损失共计 500 元。

电动车超标变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谁担责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王莉莉
近日，武陟县法院审结了一
起产品责任纠纷案。
被告程某某系个体工商户，
销
售被告深圳某公司生产的电动自
行车。任某某驾驶在程某某处买
的电动自行车与吴某某发生相撞，
致其受伤，造成交通事故。经鉴

定，涉案电动车符合机动车（电动
两轮轻便摩托车）的类型标准。经
交警大队认定，
任某某承担该事故
的全部责任。经武陟县法院判决，
任某某赔偿吴某某 195953.2 元。
武陟县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以非机动车名义向消费者销售实
际上的机动车，
其向消费者隐瞒了
不合理的危险。原告任某某购买、

驾驶超标电动车，
与他人发生交通
事故，
共赔偿了受害人吴某某各项
费用 271665.75 元。综合本案情
况，
法院酌定以被告承担原告损失
部分的 20%。最终，
武陟县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深圳市某车业有限公
司、被告武陟县程某某电动车销售
中心、被告程某某共同赔偿原告任
某某、
陈某某 54333.15 元。

迈好军旅第一步 为预定新兵送上役前法治课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时俊雅
为进一步强化预定新兵的法
治观念，9 月 14 日下午，焦作市中
站区法院为辖区预定新兵带来一
堂法治讲课，并现场解答涉法疑
难。
在讲课中，中站区法院法官

赵民从什么是法律、怎样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权利及生活中常见的
法律问题和误区三个方面为新兵
们进行讲授，引导新兵们养成自
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
习惯和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能
力。通过对《民法典》相关法条解
读，让新兵们对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军婚保护等法律知识有所了
解。
在今后的工作中，中站区法
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畅
通涉军维权“绿色通道”，在案件
受理、诉讼保障、纠纷调解、裁判
执行等方面，为军人军属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保障。

武陟县龙泉街道：便民服务多样化 争创“幸福和谐星”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葛慧芳
9 月 20 日上午，武陟县龙泉
街道西马曲社区联合县妇幼保健
院开展了“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
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和社区

工作人员热情引导社区居民有序
测量血糖血压等，
并根据居民常见
疾病举行了健康知识讲座，
同时对
居民提出的特殊问题进行了详细
解答，
前来参加义诊活动的居民满
心欢喜，
对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服务赞不绝口。

为给辖区居民提供更好更优
质的便民服务，龙泉街道各社区
以“能力作风建设年”为载体，围
绕“幸福和谐星”创建目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便民活动，努力实
现便民服务多样化，切实提高辖
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婚礼次日分手 彩礼咋退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王莉莉
近日，武陟县法院审结了这起因“退
还彩礼”
引发的婚约财产纠纷案。
原告小刚（化名）与被告小红（化名）
经他人介绍相识，订婚时原告给付被告各
种名目的彩礼 76000 元，订婚前原告与被
告相互给对方购买了衣服。在举行结婚典
礼仪式前，原告又分三次支付给被告彩礼
132000 元。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举
行结婚典礼仪式当天，原告再次给付被告
10000 元。婚礼第二天，双方因产生矛盾
而分开，
就退回彩礼问题产生纠纷，
原告诉
至武陟县法院，
请求被告返还礼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虽举行
典礼仪式，但双方未同居，也未办理结婚
登记，因此被告收取的彩礼应当予以返
还，两方相互购买衣物的花费及节日给付
的礼金应视为一种赠与行为，不再予以返
还。最终，武陟县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小红
（化名）返还原告小刚（化名）彩礼 218000
元，
原告将被告的陪嫁物品返还被告。

博爱县月山镇东矾厂村
以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冯园园
乡村要振兴，基础在建设。东矾厂村
是博爱县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2019 年
年初，该村以月寨线四好路创建和美丽乡
村建设试点项目为锲机，先后对村内的道
路、污水管道、绿化、公共基础设施及文化
基础建设进行规划升级，基层阵地建设焕
然一新。
与此同时，该村在乡村振兴部门的扶
持下，积极做好乡村旅游产业培育，发展
特色旅游产业，建设轨道火车、粉色沙滩、
彩虹滑道等旅游项目。

沁阳市山王庄镇
立足本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 李雪妮
通讯员 王超帆 田佳宁
沁阳市山王庄镇以万北村为试点，推
行“企业+村集体”发展模式，发挥辖区郎
山药和山王庄姜被列为国家名特优新产
品优势，先后组织人员赴陕西岐山、山东
菏泽等地考察山药及生姜精深加工项目，
与陕西秦汉新城海利凉皮加工厂达成项
目合作意向，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名义入
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200 余亩，成立万善
食品加工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一期累
计投资 1000 余万元，生产山药凉皮、面筋、
山药麻花、山药锅巴等特色休闲食品，借
助商隐小镇、电商中心、农贸市场、便民超
市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预计 11 月
份可建成投产，年收入 1000 万元以上，提
供直接就业岗位 50 余个。

博爱县月山镇
“双线齐下”
以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张昭
为全面推动消费帮扶行动，切实解决
乡村振兴产品难卖问题，助力巩固好脱贫
攻坚成果，博爱县月山镇扎实开展线上线
下促销等帮扶行动。目前，该镇在农购网
注册供应商 2 家。
下 一 步 ，月 山 镇 将 充 分 运 用 多 种 媒
体，持续宣传，引导、发动更多的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购买消费帮扶产
品，带动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增收致富，
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确保消费帮扶取
得扎实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