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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马店讯 “感谢您
们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建设工
程价款应该优先受偿，不能让
农民工朋友和民营企业干了活
拿不到钱，只有保护了企业的
优先受偿权，才能进一步促进
经济发展。”2月20日，面对前
来致谢的农民工和民企代表，
驻马店市驿城区检察院第四检
察部主任陈靖真挚地说。

去年3月，两家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向驿城区检察院申请
检察监督，希望纠正审判机关

在执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该
案件承办人经审查发现，两家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没有得到保
护，涉案金额2500多万元。

驿城区检察院经详细查阅
原判决卷宗，认真分析案件执
行文书，并多次向双方当事人
和执行机关了解历次执行节点
的细节、深入查找执行过程中
的法律适用，对该案发现的问
题进行整理，会同部门员额检
察官进行研讨。针对执行过程

中的部分细节问题和程序问
题，查阅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
关案例，最终将案件事实调查
清楚。

去年7月，驿城区检察院
依法向执行机关提出了检察建
议。并通过“两长协调机制”进
行沟通，积极落实营商环境集
中整治专项活动，推动该案执
行进展。

近日，执行机关书面复函采
纳了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撤销
了原执行裁定书，重新执行。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久，河
南省公安厅举行2020全省最
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驻马店
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和技术侦
查支队警务技术四级主管位
华忠荣获全省“最美基层民
警”荣誉称号。

位华忠，男，1982年 5月
出生，中共党员，先后毕业于河
南司法警官学校、郑州大学。
为圆儿时从警梦，婉拒山西某
集团公司的高薪聘请，30岁远
离家乡，到中国刑警学院继续
学习深造。2014年 5月参加
公安工作以来，因工作业绩突
出，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
个人嘉奖2次，被评为“2018
净网专项行动”全国先进个人、
河南网安工作先进个人、第四

届河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其创新研究的技战法受到
公安部肯定并予以推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位华忠把工作之外的时间
用来学习提升，并把自己在控
申、刑侦等部门工作时积累的
丰富办案经验，主动应用于工
作实践，帮助群众及时挽回了
大量的经济损失。

在牵头侦办公安部督办的
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时，
从嫌疑人住处搜出大量他人身
份证、手机卡后，位华忠敏锐洞
察到其背后肯定存在完整的作
案链条，随即对其展开侦查。
当确定了涉及全国13个省市
的完整犯罪链条后，第一时间
向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做了汇

报，同时对嫌疑人逐个开展工
作。经过连续数月的艰苦侦
查，成功打掉一个向网络电信
诈骗等犯罪分子贩卖身份证、
手机卡等“六件套”的犯罪团
伙，抓获嫌疑人33名，涉案金
额280余万元。此案的侦破，
成功实现了“打团伙、断链条、
摧生态”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自2015年 9月从事网安
工作以来，位华忠先后侦破
网络诈骗、网络赌博、侵犯公
民 个 人 信 息、黑 客 等 案 件
1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00多人，冻结涉案资金6.5
亿元。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
是超过常人数倍的艰辛付出。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和无规律的
生活节奏，位华忠患上了严重
胃病，办公桌里常常放着各类
中成药和西药。70多岁的父
母远在豫北老家，母亲患癌需
长期治疗自己不能陪伴，他深
感为人子的不孝；夫妻两地分
居，4岁女儿无人照顾被摔严
重骨折，其深感为人父的失
职。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入警誓
言，努力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
难，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位华忠告诉记者，他取得
的每一点进步与成绩，都离不
开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今后将
继续忠诚履职尽责，争取在平
凡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
久，遂平县公安局嵖岈山风
景区派出所所长何峰带领
民警在辖区巡逻时，接到一
外地游客电话求助，称其一
家三口在嵖岈山风景区附
近一荒山上游玩时迷路，由
于天黑路滑，且抱着小孩，
无法下山。

得到消息后，何峰立即
与附近村的村干部联系，找
来对该处荒山地形熟悉的
村民共同商议救援计划。
紧接着，何峰利用微信“共
享实时位置”功能，锁定被
困游客的大致方位，组织精

干力量进行救援。由于天
黑路滑，且山上没有正常行
走的道路，给整个救援工作
增加了难度；后在警民的不
懈努力下，不断向其靠近，
终于在晚上9时许成功将
三名游客救出，并安全送下
山。

临别时，周口籍游客周
某握着民警的手说：太感谢
遂平的好警察了，这大过年
的，我们当时吓坏了，都不
知道从哪儿下山，幸好有你
们民警在才使我们化险为
夷。

本报驻马店讯 为进
一步做好春节期间的安保
维稳和社会面治安管控工
作，泌阳县公安局黄山口
派出所加强对辖区隐患排
查力度，确保群众度过一
个安定祥和的节日。近
日，该所快速反应，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送治一名精
神病人，受到辖区知情群
众的好评。

2月11日，该所民辅警
在走访中得知：辖区内的李
某，最近精神病发作有殴打
他人现象，民警随即与黄山
口乡综治中心联系，因李某
为单身汉，无任何家属监
护，在民警和综治中心及村
委干部的结合下，将李某送
至精神病医院治疗。

目前，李某正在泌阳县
康复医院接受良好的治疗。

本报驻马店讯 今年
春节期间，泌阳县公安局付
庄派出所多措并举，全面防
范化解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的各种风险。

一是开展“大走访大排
查大化解大宣传大防范暨
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
动。行动中，该派出所组织
民警带领辅警分组到辖区
各村，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大化解，重点人员大排查大
管控，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大力宣传防火防盗防邪教
防诈骗，做到村不漏户，户
不漏人。

二是建立巡逻防控网
络。该派出所成立村级巡
防组，与乡巡防大队形成三
位一体的巡逻防控网络。
所长制定每周巡逻计划，由
值班民警带领辅警每夜巡
逻两个村，辖区14个村委

每周全覆盖巡逻。巡逻中，
与乡巡防大队，村委巡逻打
更组对接，进行全覆盖、高
密度巡逻防控，提升了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三是加大对辖区场所
检查力度，确保场所合法安
全经营。该派出所对辖区
宾馆、酒店、洗浴中心、
KTV进行不间断检查、督
导，重点清查场所是否存在

“黄赌毒”，是否疫情防控措
施不力。

四是加强交通管理，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春节期
间，该派出所民警在主要交
通路口指挥交通、疏导交
通，有效改善了街道乱停乱
放、交通拥堵现象。同时，
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加大酒
驾、醉驾查处力度，增强了
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减少了
事故发生。

本报驻马店讯 近日，遂
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多次
接到一男子酒后电话，在接警
员耐心询问和解释过程中，该
男子无故辱骂接警员。在沟通
过程中，接警员始终保持克制
并提醒其要文明礼貌，但该男
子仍旧辱骂不停，不仅使接警
员的心里受到了伤害，更严重
扰乱了110正常接处警工作秩

序。
经调查，该男子系遂平县

花庄镇村民李某某，花庄派出
所依法传唤其至派出所接受处
理。经讯问，违法行为人李某
某对其酒后恶意拨打110，无
故辱骂接警员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遂平县公安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人李

某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治安
处罚。

警方提醒：110报警平台
是重大警务情况下沟通警民之
间的桥梁，是珍贵的公共资源，
要合情、合理、合法使用报警求
助电话。对谎报或故意骚扰拨
打110电话，扰乱正常警务工
作秩序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
员的法律责任。

驿城区检察院：为民营企业撑腰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张红旗 高静 海洋 占强

构筑网络安全屏障——

位华忠荣获全省“最美基层民警”荣誉称号

酒后辱骂接警员？依法拘留没商量！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黄晨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张润东 李淑敏 文图

载誉归来

游客夜晚荒山迷路
警民联合及时救助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黄晨

黄山口派出所：

春节救治精神病人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王纪伟

付庄派出所：

多措并举维护辖区稳定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