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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平县检察院加强案件管理——

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今年以来，遂平县人民检察院采取多

举措规范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推动规范执

法，增强检察公信力，确保检察权在阳光

下规范运行。

加强流程监控和主动推送等方法确

保程序性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依托统一

业务软件扎实开展流程监控和统计核查，

确保案件信息公开的准确、及时、完整，强

化案卡填录规范化，制定《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案卡填录常见问题30条》发放给承

办检察官，确保案件信息公开的源头不出

现问题。加强宣传创新，建立案件程序性

信息主动推送机制，向当事人、律师等以

短信、微信和电话等方式主动告知案件程

序性信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纳入目标考核，建立案件信息公开

通报机制，确保法律文书公开数量和质

量。一是将法律文书公开工作纳入业务

部门和案件承办人的年度考核，由案管

办统计业务部门和案件承办人应公开及

实际公开的法律文书数量，并在年底考

核时提交院党组，作为考核重点之一。

二是建立法律文书公开通报机制。建立

每周《案管通报》工作机制，将法律文书

公开作为重要指标通报。在统一业务应

用系统里逐一核查承办人拟公开文书的

制作情况，对须公开的法律文书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准确掌握办案部门收到裁

判文书的案件情况及法律文书公开进

度。

坚持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大力开展网

上辩护与代理预约工作。支持律师依法

执业，着力加强与律师的交流互动，建立

本地区“检律互动交流”微信群，利用微信

群及时登记成员律师辩护代理申请和预

约申请，本地七成以上的执业律师加入该

群。目前，该院在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

开网上已受理辩护与代理预约31件，拓

宽律师了解案件进度的渠道。

强化重大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一是

制定公开规则，规范公开工作。制定了

《重要案件信息公开规则》，对重大案件信

息公开的案件范围、诉讼环节、审批程序、

操作流程进行了细化，使重要案件信息公

开工作有章可循。二是采取多种途径，增

强公开效果。对于重要案件信息，除在人

民检察院信息公开网上公开外，还利用

“两微一端”、检察机关内网外网，以及党

报党刊和主流新闻媒体等作为重大案件

信息公开的平台。三是强化内部监督，确

保公开长效。案管办对重要案件信息公

开的情况结合案件评查以及流程监控，实

行动态及时监督，每季度进行一次专项通

报，有力地促进了重要案件信息公开工作

的有效开展，确保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霍力赵玲玲）

漯河市源汇区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开
展“纠四风持续转作风”活动

近日，漯河市源汇区市场发展服务中

心按照该区委关于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

风的工作要求，以落实“争创忠诚干净担

当好班子 争当忠诚干净担当好干部”活

动为契机，分别制订了活动方案，对中心

“纠四风转作风”工作的指导思想、重点内

容、方法步骤、主要措施、组织保障等进行

细化明确。重点针对干事创业劲头不足、

服务水平不强等影响服务市场经济发展

方面的问题，突出抓好“一转两提”，以永

远在路上的韧劲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努

力开创服务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王飞）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配变增容“迎

夏峰”
“尊敬的电力客户：因线路施工6月

23日凌晨 3时以下区域预计停电 6小

时，由此给您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6月22日，一条停电公告在电

视及微信群里广泛传开，原来是国网正

阳县供电公司对城区小容量、大负荷的

配电变压器进行增容改造，为打造坚强

电网，迎峰度夏提供有力保障。

进入6月以来，正阳县气温急剧升

高，用电负荷突增，一些城区的配电变压

器不堪重负。为保证供电质量，正阳县供

电公司及时制定了配变增容改造计划。

此次增容作业针对城区金龙巷1号变350

千伏安及张庄路1号变500千伏安两台

高能耗油浸式变压器，分别换成体积较

小、防燃节能的500千伏安和630千伏安

干式变压器。为了做到设备技改不扰民，

最大限度减小对用电客户生产生活带来

的影响，6月23日，该公司运维部配电专

业施工人员早早地就来到施工现场，避开

客户用电高峰时段进行施工，对现场的安

全措施、拆除、吊装配变均作了周密安排，

责任落实到人，作业细化到岗，为配变增

容工作做了充分准备。经过施工人员5

个小时的紧张施工，两台配变终于安装完

毕并投入使用，为迎峰度夏注入了一针

“强心剂”。

当前，该公司迎峰度夏工作开展得如

火如荼，除设备增容外，该公司还加大线

路巡视力度，及时发现线路上存在的安全

隐患和危险点，组织各辖区线路责任人进

行夜间巡视，使用红外测温仪加大对高温

时段各关键变电设备的巡视检查，及时对

重载、超载变压器实施布点增容，确保“烧

烤模式”天气下持续稳定供电。

（李宏宇陈建政）

中国银行郑州花园支行：担当社会责
任入社区 警惕非法集资赢好评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识别、抵制非

法集资的能力，保障人民财产安全，维护金

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中国银行郑州花园支

行组织辖内员工100余人进入附近20多

个社区进行警惕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共设

置警惕非法集资宣传点25处，发放宣传资

料2000余张，微沙龙讲解10场，张贴宣传

告示200余张。宣传活动中，广大党员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积极帮助社区群众了解非法

集资的运转形式、特点以及对家庭和社会

的危害。在活动中，用专业知识和辛勤工

作赢得社区群众一致好评！(王宏斌)
原阳县法院打响基本解决执行难这

场硬仗
2018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收

官见实效之年，为全面落实最高院执行工

作会议精神，努力兑现“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坚决打响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原阳县法院执

行局于5月9日下午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

展了“破晓”专项执行活动。活动开展以

来，该院共拘留传唤89人，执行到位款

395万元，结案122起。（孙海洋张宏波）

农发行长垣县支行开展普及金融知
识活动

6月15日，农发行长垣县支行开展了

“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宣传活

动。对低、中收入人群，重点讲解金融基

础知识和识别防范风险的技能，结合各类

违法违规金融广告，进行正向的金融知识

普及和风险提示，帮助金融消费者明辨金

融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使其具备识别

及应对非法金融广告的能力，维护好自身

合法权益。（贾莉）
发挥统战作用促进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郑州金水区文化路街道认

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探索新时代下

统战工作新方法，促进街道经济发展及社

会稳定。该街道充分发挥统战人才众多

的优势，积极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增进社会各界服务大局。一是

注重创新，搭建平台，引导鼓励统战成员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各种同心帮扶活

动；二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扩大统战工

作的社会影响，引导各界学习统战政策，

了解并参与统战工作。(李一丁李依萌)
扎实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随着汛期的到来，郑州市金水区南阳

新村街道成立了防汛小分队，充分发挥统

战人士在基层统战的作用，未雨绸缪，多

措并举扎实做好防汛准备工作。一是成

立“同心法律”服务队伍，认真分析防汛形

势，及时做好日常巡查。二是归纳问题并

解决落实防汛物资，强化队伍的培训，增

强防汛应急处置实战能力。三是利用横

幅、宣传栏、LED显示屏、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形式宣传防汛安全知识，最大限度扩大

宣传覆盖面。(南阳新村街道)
“同心红马甲”倡导文明生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黄河

大堤，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绿城社

工服务站联合同心系列“红马甲”非公有

制志愿者、新阶层人士志愿者“红马甲”正

在进行环保宣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保护环境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希望通过今天这

样的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做生态文明的传

播者和践行者，共同为我们美丽家园尽一

份责任！”(南阳新村街道)
开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活动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联

合辖区少数民族群众、党员老妈妈服务队

共同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活

动。此次活动都是由社区基层统战的文

艺爱好者们自编自导的，丰富了辖区居民

和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抒发了人民群

众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无比热爱之情。

同时，还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

了统一战线凝聚力，有效提高了统战队伍

综合素质能力，扩大了统战工作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南阳新村街道)
凝心聚力谋发展同舟共济促和谐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金水区统战工作

会议精神，凝聚全街道广大非公经济人士

力量，提振发展信心，郑州市金水区南阳

新村党工委召开辖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茶话会。会上，一家金融部门负责人

就现行金融政策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交

流。11名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对企业发展

作了交流发言，并对下步支持非公经济发

展提出具体意见。街道党工委书记表示，

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提出的意见建议，将

尽力给予研究解决。(南阳新村街道)
弘扬美德慰问敬老院老人
为弘扬尊老爱老传统美德，汝南县南

余店乡联合县文广新局、罗卷戏文化传承

中心、星光学校、星火志愿者协会、爱心企

业千百惠服装店等在该乡敬老院开展关

爱老人系列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孝善文化

氛围。（李理）

6月26日是世界禁毒日，武陟县禁毒委办公室与武陟县公安局联合在嘉应观景区林则徐塑像前举办了“绿色无毒·健康人生”主题宣传活动，号召全

社会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图为公安民警现场焚烧毒品原植物罂粟棵。文立新 摄

6月20日，修武县首例由县监察委

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在修武县

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大厅落槌。被告人聂

某因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30万元，追缴其全部非法所得上缴国

库。当天，修武县纪委、监察委组织县直

各单位、各乡镇百余名党员干部到庭参

与旁听，以最直观的形式对党员干部进

行了警示教育。

经审理查明，聂某系修武县城镇办

工作人员，在2017年11月16日至12月

6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利用职务之

便，先后挪用收缴的城乡居民医保款70

余万元用于网络赌博、挪用22万余元偿

还其之前用于营利活动产生的个人债

务。2017年12月6日，被告人聂某携带

41万余元的城乡居民医保款潜逃至苏

州。同年12月23日聂某在苏州被抓获。

庭审中，被告人聂某认罪悔罪，对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与犯罪事实均无

异议，控辩双方围绕罪名及量刑等焦点

问题进行法庭辩论，充分表述了各自意

见。近两个小时的庭审中，在审判长的

主持下，庭审程序合法、规范、有序，充

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依法查明了案件

事实。经合议庭评议，综合考虑聂某的

犯罪事实、情节及悔罪表现，修武县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聂某当庭表示

认罪服判并真诚悔罪。最后，审判长刘

家新辨法析理，详细解读了挪用公款

罪、贪污罪的特征，充分阐述了职务犯

罪的严重危害，希望通过庭审警示教育

使公职人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廉洁自

律，奉公执法。

“此次零距离警示教育效果好、警醒

人，尤其是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政这

根弦，远离职务犯罪。”该院副院长白拴

柱说。（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刘宜江）

“现在流行扫码，但没想到缴纳诉讼费

也可以扫二维码，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

安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大厅，当事人温女士

通过微信扫码缴纳诉讼费后，对该院便民

诉讼举措给予大加赞赏。

今年6月上旬，为进一步提升诉讼服

务，该院组织专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借

助安阳县财政局非税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

联合推出的缴费系统成功开通了微信、支

付宝、中国农业银行手机APP扫二维码缴

纳诉讼费平台。该二维码摆放在立案大厅

缴费窗口显著位置，当事人拿出手机扫一

扫预置的二维码，选择缴费种类，输入缴费

金额、姓名、身份证号，核对缴费信息无误

后即可确认缴费。正常情况下，整个缴费

过程用时不到1分钟。

据了解，该院自查开通缴费平台以来，

已有20余个当事人使用了此项服务。

（黄宪伟李忠成）

手机扫一扫
诉讼费“码”上缴

修武

首例监察委移送职务犯罪案落槌

安阳县法院

去年7月开始，李某以卖药品的名

义，先后诈骗受害人于某8000余元。于

某发现被骗后报警，李某已潜逃外地，警

方遂将其上网追逃。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近日，李某在深圳被警方抓获，兰考

警方奔赴深圳将其带回，李某被依法刑

事拘留。

今年1月，兰考县公安局谷营派出

所接受害人于某报警称，其钱被别人骗

走8000余元。经民警仔细询问得知：

2017年7月，于某通过声称在西安某药

品公司做销售的李某买了两件药品，共

计7800元。于某将钱付给李某后，李某

只给于某发了一件货，并借口称剩下的

一件之后再发给她。2017年11月，于

某又给了李某3900元。之后一段时间，

于某一直没有收到药品，也无法再联系

到李某，两件货的钱加上李某向其索要

的355.6元税款，于某总共被骗8155.6

元。了解情况后，谷营派出所民警立即

立案调查，并前往西安该药品公司进行

核查，而李某已不知去向，谷营派出所遂

对李某上网追逃。

5月22日，在深圳做保安的李某被

深圳警方抓获，得知消息后，谷营派出所

立即前往深圳将李某带回至兰考。经讯

问，李某称其之前是在该药品公司做销

售，利用职务之便，收了于某的钱但是仅

给于某发了一件药品，其余钱被其用于

赌博，输钱后索性辞职躲到了深圳，不承

想被深圳警方抓获归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

被兰考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处理。（黄胜亮）

诈骗钱财后潜逃
上网追逃被抓获

焦作市中兴实业总公司

武陟县顺通精细化工厂
焦作市神骐轮胎厂
武陟县万头猪场
河南省武陟县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焦作市绿旗肥牛有限公司
武陟县明生皮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武陟县针织内衣厂
焦作市华联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省武陟县鞭炮果品公司
河南中原木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嘉应观粮食贸易公司
河南省国营武陟农场
河南省武陟县金龙刚玉厂
白保平（410823195906260018）
白子芳（410823195007310018）
董国才（410823195811101831）
苗天佑（4108233402261819）
王中才（410823195707150211）
张国平（410823510210001）
李军旺（4108231949051886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809818.61

8946892.00
4800000.00
1515000.00
1238000.00
980000.00
534990.00
520000.00
463000.00
400000.00
400000.00
295706.00
104990.00
80000.00

495,000.00
490000.00
324000.00
215,000.00
180000.00
130000.00
100,000.00

序号 债务本金
余额债务人名称 利息 保证人名称

武陟县第一热电厂、电业总公司、武陟
县财政局、武陟县肉种鸡育种有限公
司、武陟县万头猪场、焦作市黄河
集团公司、中国印刷纸业公司、抵押
抵押
抵押
焦作市中兴实业总公司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王花红
曹忠平
苗保科、董运良
抵押
王学峰、芦风云
张建波
史保金、康有成

45859461.96

19014979.27
7179392.30
2156394.11
2534774.61
1619704.22
1838730.17
1187305.09
580829.14
620729.27
713418.30

3706310.00
109990.50
162581.89
879108.87
861067.42
577459.42
392975.23
129645.60
105186.61
70938.00

武 陟 县 中 源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资 产 催 收 公 告武 陟 县 中 源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资 产 催 收 公 告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政策，武陟县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对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

进行公告催收,要求下列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武陟县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若
债务人、担保人(或抵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本公告仅列明截至2016年3月21日债权本金及利息余额，本金及利息均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实
际还款时以实际日期和实际发生数额为准。本公告如存在刊登错误，应以债权合同、债权借据为准】。

联系电话：0391-7581817
联系地址：武陟县工业路018号1号楼3层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以上单位及个人见报后速到我公司归还债务本息，履行债务有效期三年。
武陟县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8日

郭铁柱（410823195611291810）
杨三成（410823194906118615）
宋肖武（4108237008051838）
李建忠（410823196910061817）
张小红（410823196607206219）
李涛
李桂芳（4108234411040027）
陈兰紫（4108235402186619）
孟令杰（4108235110251853）
郭以胜
郭树旺（410823196211210510）
邹怀礼（4108235307167137）
郭以象（410823196704271813）
刘海洲（410823197006041839）
刘平均（4108234806207514）
梁建军（41082364062003）
云江
邢永利（410823650507051）
凢长江
杜光兴（41082319500318793X）
陈平均
李殿元（410823194910031854）
韦喻恢（4108236610081832）
郝金才（4108235701031932）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100,000.00
70,000.00
69000.00
628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40000.00
35813.00
35,000.00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18,000.00
18,000.00
14,500.00
14,000.00
13400.00
10000.00
9677.78
9000.00
8500.00
8000.00

序号 债务本金
余额债务人名称 利息 保证人名称

郭正发
史小雨
刘立柱、宋通运
李长燕
朱改明、范群生
抵押
李国青
杨有祥
董国才
张秀娥
郭树松
抵押
韦永定
抵押
常小红
房产抵押
陈国明
付建群、苗利霞
抵押
杜国利
抵押
抵押
抵押
郝尚根

202860.47
100822.02
139181.46
96111.57
44089.50

101599.43
73517.99
46893.00
33918.00
65459.02
32871.47
87989.79
60990.21
36328.56
15063.30
33093.68
22191.68
22593.27
27228.73
19055.36
19664.51
22593.27
12608.04
5829.60

谢新平（410823196308166616）
周士林
苗贞敏
刘更金（410823195302040516）
原足意（410823196203021824）
苗水龙（410823194605211816）
赵小水
谢小才
柴立发
裴绪海
苗贞动
马文海
陈忠洲（410823194809281832）
康有得
申世学
原发奎
谢世辉
郭忠珍（410823620115832）
赵小锁（410823195102096216）
刘兴财（4108237103291813）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7950.00
7000.00
7000.00
6600.00
6000.00
5800.00
57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3000.00
2900.00
1700.00
1600.00
1200.00

87539.10
30000.00
1000.00

序号 债务本金
余额债务人名称 利息 保证人名称

谢文贞
抵押
苗贞信、许镇功
刘保朝
苗国有、苗小胜
苗国永
抵押
抵押
抵押
裴文兰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苗国永
驾部村委
抵押
郭忠明（房产抵押）
杨生芹
刘中鹏

14960.50
14224.01
14231.14
10162.58
90094.36
5330.06

11135.27
4012.29
6954.79
4082.47
6121.79

11754.85
2622.49

12057.84
3071.09
3252.79
1513.54

177384.56
74350.34
187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