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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上满载13吨货的快递车起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郝鹏飞 文图

本报讯“双十一”刚刚
过去，很多人都在心心念念
地盼望着收取自己的快递。
然而，就在11月12日，一辆
由北京开往湖南长沙的快递
车在京港澳高速安阳段着
火，车上13吨的快递被烧毁。

昨日，记者从安阳市高
新区消防大队获悉，11月12
日凌晨4点57分，他们接到
报警电话称，一辆北京开往
湖南长沙的百世快递公司物
流车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方向
512公里处着火，情况危急。
接到警情后，高新区消防救

援大队黄河大道中队立即赶
往现场进行救援。

到场后，指战员看到一
辆长约15米、满载快递包裹
的集装箱卡车停在应急车道
上，剧烈燃烧导致车厢两侧
已经开裂，车内大量火光冒
出，浓烟滚滚，空气里弥漫着
焦煳的刺鼻气味，情况十分
危急。经询问，指战员得知
车厢内包裹重13吨，主要是
各种日用品、百货、食用油、
纸巾等快递包裹，现场并无
人员被困。

随后，消防指战员联合

交警部门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措施，疏散交通；另一组指战
员出动单干线两支水枪对大
火进行扑救。经过2个小时
的奋战，大火终于被完全扑
灭。

据该车驾驶员称，他驾
驶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
发现车辆后部出现火光后
立即下车进行扑救，同时
迅 速 拨 打 电 话 报 警 。 然
而，火势蔓延速度极快，很
快就将整辆车厢引燃。目
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学校现网上逃犯 汤阴民警巧抓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菲

本报讯 近日，汤阴县公
安局菜园派出所根据线索，
发现了2018年新乡市卫北分
局网上逃犯刘某的踪迹。合
成作战中心通过视频监控立
即对刘某进行追踪，最终发
现其在汤阴县某学校食堂内
出现，民警立即前往抓捕。

在民警对刘某开展抓捕
工作时，考虑到抓捕地点是
学校，当时正是开饭的时间，
学生们都在校园活动，为避
免引起恐慌，民警最终决定
以卫生检查员的身份进入学
校食堂。

进入食堂后，民警见到
了正在炒菜的嫌疑人刘某，

但其周围还有其他食堂工作
人员，民警见状没有在第一
时间亮明身份，而是表示希
望刘某到办公室做一些相关
的卫生调查。刚开始刘某还
否认自己的信息，民警对刘
某亮明身份后，刘某神情开
始有些紧张，对民警说道：

“现在正是开饭时间，我跟同
事说一下，咱们就走。”见刘
某配合，民警便答应了他的
要求。为了不引起他同事的
注意，待刘某和同事交流了
几句后，民警以有卫生问题
需要进一步了解为由将他带
离了学校。

晚11时，民警在看守过

程中察觉到刘某出现异样，
经询问，得知刘某有家族遗
传高血压病史。民警立即带
其到县医院进行检查。随后
刘某在病房内输上降压液
体，待其精神平稳后，民警为
其端来热水并进行了心理疏
导。次日，待刘某血压稳定
后，民警将其送往看守所。

据悉，男子刘某今年42
岁，是新乡市牧野区人，2018
年8月31日在新乡市以假房
产证抵押进行诈骗，涉案金
额50万元，被新乡市卫北分
局列为网上逃犯，潜逃至今。
目前，刘某已移交新乡市卫
北分局。

滑县法院组织党员干警参观廉政教育中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郑爽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结合当前“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要求，进一步增强党员干
警的党性、法纪、廉洁意识，
11月 7日上午，滑县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史军峰带队一
行40余名党员干警到滑县廉
政教育中心参观学习。

在教育中心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滑县法院干警们倾
听了清末年间滑县南暴庄人
暴方子刚直不阿、清正廉明、
悉心为民做事的事迹，观看
了近年来我国防腐倡廉的典
型案例，一幅幅图片触目惊
心，使大家心灵震撼、深受教
育，达到了以案说法、以案明
理、以案育人的目的。最后，
在史军峰院长的带领下，全
体参与人员在庄严的氛围下

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干警们纷纷表示，

要以此次参观学习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自身廉政意识，
在审判工作中要做到自律、
自警、自醒、自重，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加强党性锻炼，
筑牢思想防线，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省司法厅到安阳验收
省优秀法律援助中心创建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蒋运灿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
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邓先军
带领河南省优秀法律援助中
心考核组一行4人，到安阳
市考核验收该市2019年度河
南省优秀法律援助中心创建
工作。这是省司法厅三年来
继汤阴县和林州市两个县级
法律援助中心获批省优之
后，再一次到安阳市进行省
优工作验收。

据了解，本年度申优单
位安阳市有两个中心申报，
其中汤阴县法律援助中心为
省优三年届满复验，安阳市
法律援助中心为首次申报。
本次考核历时三天，安阳市

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建
军，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
刘文英等人陪同考核验收。

考核组先后赴汤阴县、
内黄县和市直相关单位，采
取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查
验凭证、实地检查走访等方
式，对汤阴县、内黄县、安
阳 市 三 个 法 律 援 助 中 心
2017~2019年人员配备、经
费保障、档案管理、案件质
量、宣传工作、服务网络建
设和农民工专项活动等工作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检
查后，考核组现场给予了初
步意见反馈，认为安阳市法
律援助建设情况总体较好。

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安阳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惠海良

本报讯 11月11日，安
阳市医疗保障局党组召开中
心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该
局党组书记、局长郝利民主
持会议，党组成员、科室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学习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
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说明、《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等文件。

结合当前医保工作，就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郝利民要求，全体人员
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与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相结合、与当
前医保工作紧密结合，扎实
做好医保工作，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等群众最
急、最盼的问题；要做好
2020年城乡居民参保工作；
要扎实推进DRG支付方式改
革；要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违
法行为，对发现的违法违规
问题该查处的查处、该立案
的立案、该移交的移交，切
实维护基金安全；要做好医
保扶贫工作，让贫困人员真
脱贫、脱好贫，助力脱贫攻
坚工作。

安阳县法院上门解老人“心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宪伟

本报讯 近日，安阳县
人民法院白璧法庭法官王明
豪、书记员李东方与辖区人
大代表楚保臣、李志等一行
7人，深入辖区永和镇李老
太家中，现场对一起赡养纠
纷案进行了诉前调解。

据了解，李老太年近八
旬，2018年4月因赡养问题
经村干部调解，与儿子郭某
达成了赡养协议。时间过去
一年多后，因李老太体弱多
病，平时吃药、住院等费
用较大，赡养问题再次与儿
子发生纠纷。今年11月初，
李老太无奈之下通过电话向
法庭进行求助。

“走，咱上门去看看，

争取能在诉前化解。”11月6
日，法官王明豪决定到村内
现场解决老人赡养问题，为
确保取得实际效果，还邀请
了两名人大代表和村委干部
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在村
委会听取李老太诉说后，法
官就矛盾的根源进行了归纳
和梳理，并劝慰其安心生
活，一定尽快化解其“心
病”。

随后，法官和参与调解
人员一起找到其儿子郭某，
通过讲法律、谈道理、说故
事，共同做郭某思想工作，
最终赢得了郭某的认可和尊
重，同意按照协议赡养老
人。

消防人员扑救现场

幸无人员被困或受伤，但车上快递被烧毁，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