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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 法律援助提高效率
汝州市司法局开展法律援助业务培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许艳芳 张亚飞 文图

信息合成助力
警方 15 小时侦破系列砸车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郭营战 韩恒超

为提高法律援助水平，汝州市对法律工作者进行集中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法律援助
工作，强化法律援助服务职能，不断提高
法律援助队伍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的能力和水平，6 月 9 日，汝州市法律援助
中心在市委党校对全市法律援助中心工
作人员、各乡镇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各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律
师约 120 人进行集中培训。
培训会上，汝州市司法局副局长卢占
利传达了河南省第十九期法律援助业务
培训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汝州市 2018
年法律援助工作要点。一是着力做好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便
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对法律援助服务上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二是着力推进法律援助质量变革，要
加强规范化建设，健全法律援助组织实
施、监督管理等各环节业务规范。要完善
全程监管机制，做细做实庭审旁听、电话

回访、网上督查、结案审查、社会监督等系
列监管措施。三是着力提高法律援助律
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要严格按照
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案件的相关规定，遵守
职业道德，严守不收费红线，履行好法律
援助的义务。四要继续深化法律援助
“最
多跑一次”改革。在申请受理环节，完善
工作站点，尤其是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
作站的初审和转报职责，让人民群众就近
就便申请法律援助。在申请审查环节，要
试行经济困难承诺制等灵活的经济状况
认定方式，全面推行申请材料不全“容缺
受理”
“ 紧急情况先予受理”工作机制，要
开展好
“互联网+法律援助”
工作。
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法律工作
者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水
平，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办案质量，为满
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新需
求，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法律援助
保障。

列车上老人昏迷 汝州医生伸援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侯晓蕾
本报讯“3 号车厢一位老人头部受
伤，昏迷不醒，乘客中如有医务人员请速
到这里帮忙！”6 月 6 日上午，通往成都的
K283 次列车上，
传来急促的广播声。
此时，坐在 13 号车厢的汝州市人民
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席孟杰听到广播后，
迅速来到 3 号车厢，只见一名 60 多岁的
女性旅客躺在座椅上，脸色苍白，家属一
直在喊她，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席孟杰立即向列车员亮明身份，马上
对受伤旅客进行检查，发现该旅客额头红
肿，随即打开列车上的简易药箱对该旅客
测量血压、脉搏，发现该旅客的意识缺失
是外伤和惊吓引起的短暂脑震荡、血压升

高。席孟杰一边取出列车上的备用降压
药给患者喂服，一边安抚家属。10 分钟
后，该旅客渐渐恢复意识，但情绪仍不稳
定，
席孟杰便坐在她身边耐心安慰。
经询问，原来在该旅客座位上面的行
李架上，有一名旅客的行李包没放稳，在
列车行驶中滑落，砸中她的头部。经过半
小时的观察，她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
“感
谢您及时医治，我母亲才平安无事！”该旅
客的儿子拉着席孟杰的手连声道谢。
“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本来就是
我们的职责，老人平安无事我们就放心
了。”
席孟杰说。

三轮车路口侧翻
城管队员合力抬车救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史铁铮
本报讯 6 月 6 日 18 时许，汝州市城
管局静态交通管理大队三中队巡查至广
育路与丹阳路交叉口时，只听“咣当”一
声，一位老太太驾驶电动三轮车因躲避行
人不慎侧翻，
倒在了十字路口中间。
当时正值下班车流高峰时段。见此
情况，城管队员迅速将执法车辆靠边停
放，边指挥过往车辆疏散交通，边帮老太
太扶起侧翻三轮车。在城管队员的带动

下，现场不少好心人也加入进来，大家齐
心协力，
终于将三轮车扶起。
随后，城管队员小心地把老太太扶到
路边休息，并将三轮车挪移至道路旁边，
确认老太太伤势无大碍后，城管队员又返
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场不少市民为城管队员的这个行
为点赞。
“非常感动，现场满满是正能量。”
现场一名行人感动地说道。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公安局运用信
息合成技术，快速侦破砸汽车玻璃盗窃
车内财物的系列案件，案件从发案到抓
获嫌疑人，仅历时 15 个小时。
为充分运用大数据和现代科技信息
手段，该市公安局自 2017 年 11 月整合
刑事警情研判专班，职合刑侦、网安技
侦、通讯、大情报等多警种信息合成研判
队伍，对刑事警情实施精准研判、适时开
展精准打击。6 月 5 日凌晨，该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居民郑某停
放在市区广成东路“市民之家”附近的奔
驰轿车车玻璃被砸，车内 1 万元现金及
电脑、相机被盗；7 日凌晨，又接连发生 3
起警情，市区火车站家属院、西环路南

段、南环路清华苑小区 3 处共有 4 辆轿车
车玻璃被砸，
车内财物丢失。
警情高发，该市公安局党委非常重
视，主要领导要求一定要尽快遏制此类
案件发生。刑事警情合成研判专班立即
展开工作，刑侦视频中队长闫俊刚迅速
调取案发区域视频信息，开展案件分析
串并，确定系同一犯罪嫌疑人所为；网安
大队中队长翟毅、指挥中心教导员李小
涛积极配合，查询到嫌疑人 7 日上午 10
时在洛阳市定鼎路一宾馆登记住宿。专
案组果断赶赴洛阳追捕。刑侦二中队中
队长徐亮带队，于晚上 10 点多将犯罪嫌
疑人邹某抓获带回汝州。经审讯，邹某
对在汝州实施的几起盗窃案供认不讳。

汝州警方破获传销案
九名嫌疑人悉数归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社杰
本报讯 经过深挖线索，纵深打击，
汝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去年成功抓获
两名“赛比安”传销活动嫌疑人后，进一
步扩大战果，日前将另外 7 名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去年 8 月 5 日，该局经侦大队民警
在市区丹阳路一居民区一举端掉“赛比

安”传销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田某
和刘某，
两人后被依法刑事拘留。
今年以来，大队民警进一步扩大战
果，又对涉案的 7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
强制措施。
经侦民警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
识，
自觉抵制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以典型案例为镜鉴
汝州开展以案促改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刘红彬 王妍村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从该市“典型
案例库”中选取不同类型的违纪违法案
件，
深入开展
“以案促改”
活动。
今年以来，汝州市纪委以新发生的
违纪违法案例为重点，从中筛选 10 起典
型案例，并下发以案促改通知书；没有发
案的单位自主选取本系统、本行业或外
单位发生的 160 起典型案例，报市纪委
审核备案；要求全市各单位采取中心组
学习、
“ 三会一课”、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观摩庭审现场、撰写心得体会、召开专题
生活会、组织学习讨论等方式，提升以案

促改实效。
“今年，我们注重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的制度化、常态化，统筹机关各部室资源
和力量，审理、案管、调研法规等部门建
立月例会分析制度，以典型案例为镜鉴，
研究案发规律，查找廉政风险点，健全完
善制度机制，下一步将把以案促改列入
各单位党建和市委巡察内容，作为全市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考核内容，
进行常态化督导检查，确保以案促改实
效。”该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晓伟
说。

股票被冻结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判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朋乐
本报讯 6 月 9 日上午，一度不配合
执行工作的被执行人杨某竟主动上门，
拿着一沓现金出现在汝州市人民法院执
行二庭 401 办公室，偿还案件款。
2017 年 1 月 31 日，杨某驾驶客车与
李某驾驶的轿车相撞，致使李某车内乘
坐人受伤，两车受损。汝州市公安交通
警察大队做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某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汝州法院判定杨某赔
偿原告李某各项损失共计 33080 元。杨
某不服判决，向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汝州市人民
法院王荣卿法官向被执行人邮寄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并多次电话约
谈沟通调解案件，杨某均态度强硬：
“钱
我没有，你们爱咋的咋的。”甚至对被列
入失信黑名单、限制消费都置若罔闻。
后经过多方努力，汝州法院冻结了
他的股票账户上 9 万余元的股权。一度
不配合的杨某竟主动找上门来履行还款
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