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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南有“储橙”，北有
“黄苹”。洛宁农民黄应安，原
本是贫困户，靠着政府的救济
脱了贫。已入耳顺之年的老黄

“虎老雄心在”，他承包了六十
多亩的果园。虽然没有褚时健
的名气大、实力强，但这种精神
同样令人佩服。

6月7日中午，南丰村第一
书记颜胜利带着记者来到黄应
安的苹果园里。“老黄、老黄
……搁哪儿哩？”颜胜利大喊了
几声。

良久，苹果树下才钻出一
个瘦小的身影，头发花白蓬乱，
脚上沾满了泥。老黄穿着很
土，但他却是十里八村知名的

“知识分子”。颜胜利介绍说：
“他是73年的高中毕业生。高

中毕业后就在生产队当种苹果
的技术员。”

老黄拔了拔胸脯说：“咱可
不是啥知识分子，但是要说种
苹果，技术方面咱有自信。”他
指着身后的苹果树告诉记者，

“你们看，这十亩苹果是生产队
留下来的老苹果树，都老化了，
我通过修剪、嫁接，让它们长出
了新品种。”老黄所指的苹果
树，已经结出小孩儿拳头大的
果子，都套上了塑料袋。

“我接手这十亩果园的时
候，这里的苹果树有 1000 多
棵，产量很大，但是苹果个头
小，卖相不好，只能骑着三轮车
四处吆喝着卖，一斤也就卖几
毛钱。”老黄将自己的生意经娓
娓道来，“现在人吃水果都讲究
了，多不如少，少不如精。我下
定决心要把品种改良，先清除
了800多棵树，只保留长得好
的，然后开始嫁接新的品种。
让老树发新枝，现在的苹果可
以卖一两块一斤，产量小了，产
值高了。”

有这么好的苹果种植技
术，老黄怎么会成为贫困户
呢？颜胜利解释说：“他家一共
有5口人，除了他们老两口外，
上面还有个90多岁的老人，常
年看病吃药，儿子没啥文化，打
零工收入微薄。2014年，老黄
被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因
为种植这块有很多补贴政策，

老黄又懂技术，我们就动员他
包地种苹果。”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黄
应安曾经承包过村里的苹果
园，但承包合同到期后，苹果园
被别人包走。然而新的承包者
并不懂种植，果园收了没几茬
就荒了。为了帮助黄应安重新
把苹果园建起来，颜胜利和村
两委一起为他争取了“两免一
补”贷款5万元，同时又帮他筹
资承包了五十亩荒地。现在黄
应安不仅让老树发了新枝，还
利用这五十亩荒地种了新的苹
果树，培育了“盆景苹果”，树下
还种植艾草等。

如今的黄应安成了名副其
实的“创业者”。“按理说，靠给
被人当技术员我每月就能挣个
三五千，但是我总觉得给别人
干不如给自己干，何况现在的
政策这么好。”黄应安说，“光靠
别人的救济能脱贫可致不了
富，致富只能靠咱的‘内生动
力’！”眼瞅着8月份，自己的果
园就能看到效益了，但是黄应
安还是忧心忡忡。他说：“我现
在最大的困难有两点，一个是
只懂种植，不懂经营，看谁能帮
我出出主意，怎么把果园经营
好。另一个要想把果园彻底弄
好弄规范，还得六七万块钱。
我也找了几家银行，可人家都
不愿意贷给我。谁要是能帮帮
我，就太好了！”

吉利法院召开审判执行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6月4日一早，申请执行人
王某敲锣打鼓来到洛龙区法院，还特意
为执行干警送来一面锦旗。原来，王某
与张某系街坊，因琐事发生纠纷大打出
手，王某被打伤住院。经判决，张某需向
王某赔偿9000余元。判决生效后，张某
拒不支付，王某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
执行干警多次前往被执行人张某家中，
但均未见到。随后在村委会协助下，张
某主动来到该院。在执行干警耐心劝解
下，并告知拒不履行判决，面临司法拘
留，甚至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最终，张
某履行执行款，案件执结。

本报讯 看到操着一口家
乡话的警察，杀人潜逃18年的
犯罪嫌疑人焦某超只说了一句
话“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焦某超杀人案要回溯到
2000年4月20日。那一天，焦
某超在伊川白沙镇白沙村与同
村的王某发生矛盾，焦某超用
利器将王某刺死后潜逃。案件
发生后，伊川警方迅速启动命
案侦破机制，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焦某超，但仓皇逃窜的焦某
超还是侥幸逃过了警方的布
控、追捕，从此音信全无。10多
年来，伊川警方始终没有放弃
对焦某超的追捕，其间，追捕组
的人员因退休或工作调动换了
好几茬，但这个案子一直记挂
在大家心头。

伊川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
副局长曹光超说：“为了法律的
尊严、公正，为了给受害者及其
家属一个交代，我们从来都没
有放下这个案子。”

案件的转机出现在今年4
月份。根据情报研判，刑侦大
队副大队长李灿帅和追捕组的
战友，重新梳理、查证了100多
名疑似焦某超的嫌疑人。6月
初，追捕组锁定了广东东莞、惠
州。局长刘晓宁、政委刘海波、
副局长曹光超当即决定，立即
联系广东警方，在东莞、惠州等
地开展工作，李灿帅带领追捕
组随时准备南下。

6月4日，李灿帅带领追捕
组赶到了焦某超所在的惠州博

罗县，考虑到焦某超是出租车
驾驶员，流动性大，警方当晚便
筹划了抓捕方案。

6月5日13时许，博罗县罗
阳一路，焦某超正在驾车行驶
时，警方的两辆车一前一后突
然夹击，逼停了他。看到满口
伊川话的家乡警察，乡音未改
的焦某超只说了一句话：“我知
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6月8日20时02分，从广
州开来的G840次列车正点到
达洛阳龙门站，受刘晓宁委托
前来迎接追捕组的刘海波、曹

光超和20多名战友迎了上来，
并送上了胜利的鲜花。

李灿帅告诉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焦某超落网当晚
对家乡警察说了这样一句话：
今晚是我最坦然的一个晚上。

据焦某超交代，18年前作
案后，他逃到一家煤矿打工一
年多，接着又跑到一个寺庙出
家，之后到了广东的一家寺庙，
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换了一
个身份并娶妻生子。

焦某超目前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6月8日，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跟随洛阳市环境攻坚
办一同来到汝阳县，发现该非
法采矿点的运输道路已被封
堵，采矿区已平整完毕，白土裸
露区域已覆盖，多名人员正在
现场植树，复垦。汝阳县国土
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说，经调查
核实，刘某在三屯镇新建村谷
家沟西坡私自采挖白土属非法
盗采行为，举报属实。接到举
报转办单后，立即组织人员到
现场实地查看，查扣装载机一
台，下发了听证告知书、处罚决
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开
采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9万元
整。汝阳县环境攻坚办相关负
责人说，为确保盗采情况不再

发生，阻断进出该区域道路；组
织人员机械将该矿区土地进行
平整、复垦，6月5日晚已全部
平整复垦到位，播种了玉米，取
缔了该采矿点；对盗采破坏的
山体，已由三屯镇政府组织人
员进行绿网覆盖，防止扬尘。
汝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要求三屯镇政府督促相
关人员尽快完成该采矿点的恢
复地貌、复垦覆绿等事宜；要求
国土资源局督促违法当事人尽
快缴纳剩余罚款，同时加大日
常巡查、执法力度，把该区域作
为重点巡查对象，确保盗采情
况不再发生。一经发现盗采行
为，将依法严厉打击，确保该区
域生态环境得以恢复保护。

洛宁创业的老农民有困难
您能帮帮忙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郑松波 文图 汝阳一村民非法开采白土矿

被罚款9万，并取缔违法采矿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刘慧

阅读提示 | 近日，洛阳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群众举
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群众举报汝阳县一村民毁坏耕地，破坏
林木，非法开采白土矿，夜间通过渣土车拉土卖土造成尘土飞
扬。6月8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跟随洛阳市环境攻坚
办一同来到汝阳县，现场探访处理情况。目前，该非法盗采场
地已平整复垦，违法采矿点已取缔到位，对违法当事人处罚9
万元。

调查：群众反映非法开采白土矿属实

群众举报称，洛阳市汝阳
县三屯镇新建村14组村民刘
某，毁坏耕地，破坏林木，非法
开采白土矿，夜间通过渣土车
拉土卖土造成尘土飞扬。汝阳
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6
月 3日晚 10时，转办环保、国
土、林业、三屯镇等相关部门，6
月4日上午，组织人员进行现场
调查，确认该举报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非法开采白土责任人
刘某，男，现年44岁，系汝阳县
三屯镇新建村14组村民，今年
4月、5月利用节假日夜间在本
村谷家沟西坡开采白土。该盗

采点属丘陵地区，周边无人居
住，地表有白土裸露易开采，夜
间利用铲车作业流动性强。经
实地测量，采区土地面积936平
方米，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林
地（其他无立木林地）。刘某在
未办理相关采矿手续的情况
下，个人私自盗采白土，属非法
开采行为。另该范围内不属于
耕地，不存在毁坏耕地，破坏林
木的行为。巡查时未发现运土
车辆，但现场确有运土痕迹，运
土车辆沿小河滩行驶，将白土
运出现场，未造成尘土飞扬情
况。

现场：采矿区已复垦、覆盖，违法采矿已取缔

18年来不放弃追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崔琦

伊川县公安局将潜逃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本报讯 6月8日，吉利区法院就前5个
月审判执行工作进行回顾、分析、总结。党
组成员、纪检组长尤胜利通报案件质量评
估情况，结合基层法院质效考核指标细则
进行逐项分析和总结。党组书记、院长雷
洪文强调，今年是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攻坚之年，务必要认清形势、端正思想，

围绕上级工作目标任务，聚焦第三方评估，
维护胜诉方合法权益。同时，要做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自觉接受监督，
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案件的
旁听和见证执行工作，最大限度赢得对法
院工作理解与支持。

吉利法院集中学习《监察法》提高接受监察监督的自觉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李向前 张华超 郑建峥

本报讯 6月8日，吉利法院组织全体干
警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党
组成员、纪检组长尤胜利要求，全体干警要
加强对监察法的学习，全面准确把握其精神
实质和精髓要义，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和法律

素养。要正确履职尽责，强化纪律意识，依
纪依法依规履行好职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
的权力不被滥用。要学好法、守好法，时刻
绷紧自律的弦，用实际行动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和法纪防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李向前 张华超 郑建峥

9000多赔偿款拿到手
居民敲锣打鼓为法院送锦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曹梦男 韩琳

洛宁农民黄应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