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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连丽娟 刘楠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刷屏了。检察官侯
亮平与贪官之间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让
观众大饱眼福。艺术来源于生活。河南
的“侯亮平”如何办案 ？4月 15日，记者
走进了新乡市检察机关，零距离聆听一线
检察干警的反贪反渎故事。

一个眼神挖出83万赃款

新乡市检察院检察官李平，从检 32
年。在多年的办案实践中，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在办理该市某宾馆有关人
员涉嫌私分国有资产一案中，他仅凭犯罪
嫌疑人的一个眼神就挖出了一项涉案金
额达83万元的犯罪事实。

“我们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是高智商、
抢时间的对攻战，双方的脑筋都在转，就
看谁转得快，谁更争分夺秒。”接到任务
后，李平带领另外两名办案人员开始对外
围证据进行广泛收集，并对该宾馆出纳吕
某进行了询问。吕某反映，在宾馆领导和
财务科长张某的指使下，他曾从单位小金

库中拿出 180万元给职工办理了商业保
险。

李平等人传讯了财务科长张某，张某与
吕某供述一致，并提供了保险合同。但在传
讯中，张某一个躲闪的眼神引起了李平的注
意。联想到宾馆小金库数额巨大、管理混乱
的情况，李平觉得，这里面还有事！

果不其然。李平对涉案单位小金库
账目进行细致梳理，发现了账目上存在的
问题，就再次提讯了张某。面对眼前的证
据，张某又交代出伙同另外3人共同私分
83万元国有资产的罪行。最终，张某等人
因犯私分国有资产罪被法院判处实刑。

一张亲情照撬开“钢牙铁嘴”

有些讯问对象精通法律、反侦查意识
强，要让他们老老实实吐露实情，可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在对原阳县运管所执法大队中队长
胡某涉嫌玩忽职守案件进行查办时，原阳
县检察院的干警们对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毛某进行了讯问。毛某的供述直接决定
整个案件的侦查走向和证据链衔接，是案
件突破的一个关键点。但毛某面对讯问，

始终咬紧牙关沉默不语，案件一时陷入了
僵局。

但是，检察干警敏锐地发现：每当说
到毛某家人，尤其是他子女的时候，毛某
故作镇静的脸上总会出现不自然的神情，
显得十分在意。

“在这种时候，他最在意、最放不下的
会不会就是自己的孩子？”检察干警决定
从这里打开缺口，找来毛某子女的照片送
到他面前。果然，毛某的心理防线开始崩
溃，号啕大哭。讯问人员立刻趁热打铁，
对他展开政策攻心，顺利拿下了这个“堡
垒”，整个案件完美收官。

“有些人认为我们办案威风凛凛，能
吓唬住嫌疑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侦查
阶段，他们仅仅是嫌疑人，并不是罪犯，有
时候动之以情更有效。”原阳县检察院反
渎局局长张剑说。

一名司机牵出六名犯罪嫌疑人

“任何攻守同盟并不是牢不可破，也
不是天衣无缝，我们就是要从无缝找小
缝，让小缝变大缝，直至大白天下！”这是
获嘉县检察院老杨带领办案小组突破案

件时经常说的话。
当时他接到一条线索，当地发改委主

任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王某在当地可是
响当当的人物，掌握着数千万元惠民工程
和全县大型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刚听
到一点风吹草动，王某就立即召集了相关
涉案人订立了攻守同盟。

办案组把突破重点放在了王某司机
小夏身上。小夏给王某当了十几年司机，
很多见不得光的幕后交易都通过他来进
行，是关键人物。前两次讯问进展十分困
难，小夏一直在和检察干警兜圈子、绕弯
子，根本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

假的终究真不了。办案组从小夏云
来雾去的供述中逮到了关键行贿人——
小夏合伙做生意的“老朋友”。看到检察
机关掌握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小夏的心理
防线开始崩溃，一五一十地进行了供述，
最终说出了6名犯罪嫌疑人。

“每办结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我们的
心情都很沉重，没有那种办案后的喜悦。
有些党员干部走上贪腐之路，是非常令
人惋惜的。”在老杨看来，查办职务犯罪
是手段，结合办案搞好职务犯罪预防才是
目的。⑤4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杨委峰 陈金华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电信业务的普及，人们对手机及各
种社交通讯软件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微信、QQ等成为许多人工
作、交友、购物的重要平台，犯罪分子因此趁机而入，将“黑手”伸
向这里。虞城县法院近日公布3起典型案例，提醒群众看清这
些“花招”，小心电信网络犯罪的陷阱。

案例一：微信上的冒牌翡翠商

2016年 6月至10月，福建人林某伙同同村村民以“翡翠招
代理”、“翡翠批发一手货源”等微信名称，利用盗来的图片，摇身
一变成为翡翠大老板，开始在网上实施诈骗。天津、云南、浙江、
河北、河南等地先后8人上当，受骗金额将近30万元。根据受
害人的举报，2016年 11月，林某和其同伙被虞城县公安局逮
捕。

虞城县法院一审认为，两名被告人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各判
处有期徒刑７年，退还违法所得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法官提醒，现在网购盛行，但是消费者在网购时往往面临不
可预见的交易风险。本案中两名被告人正是利用网络购物平台
的快捷性、虚拟性和隐蔽性，一步步引诱消费者上当受骗。因
此，在网购过程中，不要轻信对方发布的信息，要认真核实验证
销售方的身份，切忌冲动消费。

案例二：QQ上的假上司

2016年 3月，广西人龚某在网上通过QQ随机发送木马病
毒,远在虞城县的某科技公司会计刘某不幸“中招”。龚某盗
取了刘某的QQ账号和密码，从好友通讯录和聊天记录里获取
了刘某老板的QQ号码,将老板“拉黑”后,龚某再用事先准备
好的另一个QQ号伪装成其老板，加刘某为好友，让刘某往指
定账户打款，共骗得4万多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龚某的行为构成诈骗，帮助龚某用POS
机套取现金并提现的林某系共同犯罪。一审两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３年６个月、有期徒刑１年。

法官指出，本案中，被告人龚某冒充被害人上司，很容易使
被害人失去警惕。因此，广大网友特别是财务人员要加强对
QQ、微信等通信工具的保密和病毒防范，最好将工作用账号和
私人用账号分开，遇到陌生人发送的网络链接不要随便打开。
遇到大额转账，一定要当面或电话确认后再汇款。

案例三：手机另一端的“黑客”

浙江农民何某常常混迹于一些大型网上论坛。2016年 9
月份以来，他利用网上购买的苹果手机 ID号码，通过电脑远程
操控锁死全国苹果用户的手机518部。当受害人的手机被锁死
后，屏幕上自动弹出一个QQ号，并声称只有联系这个号码才能
解锁。何某用这种手段向受害人索要300到 1200元不等的费
用，就这样他总共拿到了22万多元。

虞城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非法对他人手机的信
息系统进行修改，涉及人数众多，后果特别严重，已构成破坏计
算机系统罪，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9年。

法官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犯罪
的案件逐年增多。在此，提醒广大手机和电脑用户，一旦手机或
计算机被锁死，要到正规的售后服务网点或找专业的维修人员
进行解锁。设备出现问题以后，有主动联系提供解锁服务的人
出现，一定要提高警惕，切莫轻信，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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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中这些电信网络诈骗的招

□本报记者 李凤虎

近年来，随着非机动车数量迅猛增
长，交通违法现象也日益突出，成为城市
交通管理的难点。

据郑州交警部门统计，郑州市非机动
车数量500多万辆，承担着60%以上的交
通出行量。非机动车在给人们出行带来便
利的同时，与其相关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与
日俱增，闯红灯、逆向行驶、占用机动车道
等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影响了正常的
交通秩序，也带来了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近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开展大规模的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活动，而治理行人和非
机动车交通违法是其中重点之一。

闯红灯现象屡禁不绝

4月 18日 7时 50分，正值早高峰，在
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记者看到，虽然路
口有交警现场执勤，但仍有非机动车不按
信号灯指示通行的现象较多。在路口等红
灯时，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直接闯红灯横
穿过街，有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在快车道的
机动车车流中见缝插针，“任性”行驶，致使
正常通行的机动车纷纷减速避让。

在郑州市区多条快速路，记者采访发
现，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车随意驶上高架
桥、占用机动车道的现象随处可见。

记者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非机动车骑
车人，超过70%的人都称有过闯红灯、逆向
行驶、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

市民郭女士说，骑车过路口，心存侥
幸和从众心理，有时看前面的人越线或者
闯红灯了，自己也就跟着行驶过去。

市民张先生认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也是迫不得已，一些道路没有划定非机动
车道，有时候骑车“无路可走”，被迫违规只
能在机动车道上“钻来钻去”。

说起非机动车“霸道”的行路方式，不
少机动车司机都有心惊肉跳的经历。出租
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现在开车最怕的
就是非机动车，有些骑车的根本就是乱骑，
不看红绿灯，逆向行驶，突然拦头猛拐，让
开车的司机总是吓出一身冷汗。红绿灯本
是用来引导交通的，但对于一些非机动车

尤其电动车来说，却几乎是失效的。”
郑州交警部门公布的非机动车 8种

交通陋习主要是：闯信号、停车越线、行驶
机动车道、骑车带人、逆向行驶、拦头猛
拐、抢道行驶、乱停乱放。

非机动车的管理之“惑”

谈及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之乱，郑州市
交警支队法制科科长张晓威表示，根本原
因主要是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
意识淡薄、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在作祟。
此外，执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路口非
机动车违法通行现象多发而集中，仅靠路
面交警难以及时查处，按照现行法规规
定，对违法当事人仅可以处以 5至 50元
罚款，不仅执法难，而且很难真正当场执
行到位，导致非机动车违法乱象成为当前
交通管理中的一大顽疾。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乱象多，在一定程
度上也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郑
州交警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非
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却呈大幅上升趋
势，非机动车事故率在交通事故中占
60%，而电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占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的80%以上。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乱象，不仅影响
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形
象。”张晓威说。

在此次专项治理中，郑州交警部门在
城区20个示范路口、8条示范路段、16个示
范区域设置交通违法教育处罚工作台，主要
采取“三教育一采集”处罚方式，即：体验式
站岗的感受教育、学习交通法规的法律教
育、书写守法承诺的自我教育和采集交通违
法者信息并录入交通违法系统。对个别不
服从交警纠正和无理取闹者，警方将依法对
其处以罚款、暂扣车辆或拘留的处罚。

各方把脉破解交通违法困局

为了治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这一难题，
郑州交警部门多策并举，严管重罚。既有
招募协管员硬看死守这种无奈之举，也有
公开曝光、抄告单位、违法者拿小红旗执
勤、现场罚写交通法规、交通违法发微信朋

友圈等创新举措，但收效不太明显。
“目前，我国现行交通法规对非机动

车处罚较轻，所设定的处罚幅度和种类已
落后于现实，大大降低了非机动驾驶人的
心理成本。应亟待修改现行交通法规，加
大对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处罚力度，增加
其违法成本。”一位从事20年交通管理工
作的交警说。

如何破解非机动车交通违法困局，省
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李宏伟认为，第一，
从源头治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是一个社
会系统工程，应该改变交警部门唱独角戏
现状，最大限度扩大受众面，加强对广大
交通参与者的法制意识、交通安全意识的
宣传教育。第二，城市公共交通空间的管

理不能只重视机动车而忽视非机动车，在
道路规划时，要充分考虑设置非机动车道
以及行驶、停靠等问题，使其有道可行、有
地可停、有序行驶。第三，建立非机动车
违法信息与诚信档案挂钩管理制度，对于
多次交通违法的驾驶人可纳入失信黑名
单，使其在出行、投资、置业、消费等领域
受到联合信用惩戒。

“交通违法乱象屡禁不止，积重难返，
但这并不能成为久治不愈的理由，更不能
成为不作为、懒作为的借口。交通安全无
小事，有关部门应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提
高交通管理水平，加大执法力度，真正将
其当成一项民生大事来抓，保障道路交通
平安、畅通、有序。”李宏伟表示。⑤2

看，河南的“侯亮平”如何办案

非机动车，不要太任性

检察风云

4月18日，安阳市中院邀请安阳职业技术学院200余名师
生，参观汤阴县法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基地，学生们通过
寓教于乐的形式，学习法律法规，提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和能力。⑤4 贾红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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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近年来，郏县东城街道党员干部均签订《党员干部婚丧嫁娶事宜廉洁承诺书》，严控党
员干部利用婚丧事宜等大操大办，倡导文明新风。

街道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在操办婚丧事宜前，必须按规定提前申报，不得违规违纪操
办。并签订承诺书，作出带头远离大操大办婚丧事宜等承诺。党员干部在操办婚丧事宜
前，必须按规定填报《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告表》，将所操办事宜、时间、地点、邀请人
数等信息详细报告。同时对相关信息予以公示，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公开接受群众监
督。凡违规违纪操办婚丧事宜者，一经查实，将严格按相关规定追责处理，切实杜绝婚丧
事宜等大操大办之风，把“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正风肃纪驰而不息。下阶段，东城街道将继续加大作风建设的
监督检查，坚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下大力气紧紧抓实、环环相扣，争取作风建
设取得新成效。 (郏县东城街道办事处 常茂钦)

干部作风转变 清风正气为民

南阳镇平县供电公司全力服务易地扶贫搬迁用电，加强与县、乡两级政府
和扶贫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密切跟踪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实施方案和建设进
度，及时将有关供电项目纳入配网规划建设，坚持“搬迁到哪，通电到哪”，电网
配套设施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建成，以促进全县易地扶贫搬迁任务顺
利推进。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该县史岗村、老坟沟村、凉水泉村三个扶贫移民
新村电力设施建设任务，共安装200千伏安变压器1台，新建10千伏线路1.6千
米、400伏集束导线3.2千米，安装表箱30个、户表117只，首批117户贫困移民
顺利搬进新家。同时，大力开展安全用电宣传，尽心服务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镇平县供电公司：架线扶贫“亮民心”

欢迎在《河南日报》

刊登各类广告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电话：0371-65796126 65796127
传真：0371-65796121

债权催收公告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阳直属分行已将下列债权催收公
告清单所列债权及与债权相应的从权力依法
转让给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南阳
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依法享有催收公告
清单所列债权的全部权利。现南阳市国有资
产运营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下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
我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联系地址：南阳市伏牛路一号海关五楼
联系电话：0377-62236796
特此公告

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注：1.（*）为美元 2.利息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债务人名称

南阳普康集团衡淯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福利企业总公司

南阳市市政工程公司

南阳市华苑金属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市砖瓦厂

本金余额

27500000.00

25000000.00

31700000.00

5000000.00（*）

10821000.00

7980000.00

1190000.00

14521000.00

450000.00

3400000.00

866900.00

5230000.00

9390000.00

1176187.65

担保（抵押）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云钢星伟炼铁有限公司

南阳恒远水泥有限公司股权

南阳万方变压器有限公司

南阳残疾人联合会、国土（宛市096）押许字第52号

南阳市沼气公司

河南省南阳地区交通专项资金管理处

南阳市物资综合贸易公司、南阳市商务局、国土（98）押许字第18号

证书：2003他项（押）字第36号

债权催收清单
单位：元／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