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邓州市，只要提及该市关

工委法治教育报告团团长张金学

的名字，无人不夸他是中小学校

园的“护花使者”。

今年65岁的张金学，曾是邓

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南阳和邓

州两市多届人大代表，2015年从

邓州市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的岗

位上退下来后，一直在市关工委

从事法治教育工作。五年来，他

经常深入城乡中小学校作法治报

告，为提高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

法治观念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确保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

取得成效，他根据自己在法院工

作20多年的法律工作实践，编写

了3万多字的《关爱明天 普法先

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读本，图文

并茂，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

很受全市广大家长、师生和社会

各界的欢迎，更受到省关工委领

导的肯定和赞赏。

张金学每到一所学校作报

告，首先便是免费向学校师生赠

书，然后以案说法，他编写的普

法读本自然成了他法治报告会

的主要内容。由于他编写的读

本通俗昜懂，理论联系实际，所

以学生们不但喜欢听，而且听得

懂、记得住，教育效果十分明显。

（高峰 席清铎 文/图）

退休法官乐当“护花使者”
——记邓州市关工委法治教育报告团团长张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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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赠送的锦旗和感谢信，不仅仅

代表我个人，这也是平舆百姓对全体公安

干警的感谢，你们个个是都是好样的！”元

旦前夕，平舆县阳城镇一名被巡警救助的

落水者家属为阳城派出所民警送去了一

面写着“情系百姓 为民服务”的锦旗，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为切实维护岁末年初全县社会大局

平稳，进一步打击震慑违法犯罪，入冬以

来，平舆县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平安

冬夜”专项行动。各乡镇政府组织民辅

警、乡村干部、网格长、网格员，广泛动员

群众，积极发动群防群治力量，扎实开展

冬季夜间治安巡逻工作；县公安局组织全

局20个派出所和局直部分单位警力，对

各公共聚集场所集中清查，参战民辅警分

别对辖区宾馆、超市、网吧等场所进行清

查，全面检查“四实”登记情况，人防、物

防、技防措施落实及消防安全等情况，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提出整改措施，全面

清查治安隐患；县委政法委组织全县社会

治安综治工作人员深入农贸市场等人员

密集场所，定期开展“平安建设面对面”宣

传活动，免费发放印制有平安建设宣传内

容的手提袋、围裙、抽纸盒等宣传品，向群

众讲解平安建设取得的成绩，鼓励广大群

众为平安建设建言献策。

“截至2019年，平舆县城区累计安装

高清探头2643个，各乡镇农村达到3276

个，各乡镇建立了19个视频监控平台。

按照每乡镇10人、城区200人的配备标

准，成立专职治安巡防大队。

建成19个一级网格、223个二级网

格、2300个三级网格，选聘了3350名网

格长和网格员，全面开展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全县19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224

个村委综治中心、3327个网格工作站全

部建成并投入使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平舆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县还成立了全省第二家民情调查服务

中心，依托民情调查电话和民情热线电

话，通过进村入户实地调查走访和电话调

查访问相结合，通过面对面与群众沟通和

主动拨打群众电话，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随时接听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

和信息，确保群众反映的诉求事事有落

实、件件有回音。

听得到警笛声，看得见打更人，矛盾

化解有依靠，实打实的平安建设举措，使

得百姓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稳步提升。

近年来，平舆县聚焦矛盾预防化解，

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完善基层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围

绕“排查、调处、整治”三个关键环节，在全

县范围内相继开展了大排查大化解预防

“民转刑”命案专项行动、婚姻家庭和邻里

纠纷矛盾排查化解集中整治月活动，着力

排查调处各类民间纠纷和违法犯罪线索，

深入开展“平安平舆”建设和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大力整

治治安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基层网格化管

理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有效维

护了全县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2017年以来，平舆县城区未发生一

起“两抢”案件和“民转刑”案件，“一感两

度”根基不断夯实。该县人民群众对政法

机关工作的满意度从2016年全省第23

名，到2018年的第2名，直到2019年取

得了全省第1名的好成绩；在2019年度

全省平安建设考评中，平舆县荣获“2019

年度全省平安建设优秀县”称号，这是继

2017年、2018年后平舆县再次荣获“省

级平安建设优秀县”殊荣，实现省级平安

创建“三连冠”。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昆明李亚超）

番茄红素液态饮添健康活力
番茄红素作为一种具有抗氧化特性的植物营养素，近年来被广泛用于食品、保健

品等领域。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增强人体免疫力、解酒

护肝等方面。上海逸古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立冬介绍说，我们生产的番茄红素液

态饮，创造性地将番茄红素的提取从物理固态变为化学液态，用破壁微米级萃取工艺，

将果蔬纤维剪切过滤至微米级，使番茄红素小于2微米，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明亮）

书记谈
乡村振兴④

近年来，鲁山县辛集乡把产业发展作

为乡域振兴和群众脱贫增收的重要抓手，

坚持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以规模化发展

激发动力，双力齐发，顺利实现全乡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

和产业发展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创新基层

组织设置方式，辛集乡打破原有党小组按

地域分组的惯例，坚持“产业延伸到哪里，

党组织就建到哪里”，把党组织建在产业

链上、让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

产业链上。这一做法，被评为平顶山市脱

贫攻坚的“金点子”。

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就近组

建、便于管理”的原则，辛集乡把从事相

同、相近产业或有同类产业意向的党员编

入产业党小组，全乡共建成产业党小组

118个，形成了以党建促产业，以产业带

民富的工作格局。

辛集乡建立党员服务贫困户制度，采

取“党员+贫困户”“党员+合作社+贫困户”

等模式，由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动群众发

展。如，葡萄产业党总支书记张平洋与有

种植葡萄意愿的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手

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全程免费跟踪服务，带

动200多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增收。

在产业党组织的带动下，葡萄种植已

成为辛集乡的主导产业，全乡36个行政村

中有26个行政村种植葡萄，其中16个行政

村大面积、连片种植，年产鲜果2.5万吨，产

值超亿元，带动300户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

人均增收600元，2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在

葡萄产业务工人均收入5000余元。

规模发展，激发群众动力

为打消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上不敢干、

怕赔钱的顾虑，辛集乡积极培育优势产

业、打造龙头企业、建立利益联结，带动群

众稳定增收。

建设五大园区。依托区域优势，围绕

“一乡一品、一村一业”，培育了总面积1.2

万亩的葡萄种植产业园区，4000亩的软

籽石榴、迷迭香种植产业园区，以奶牛、毛

驴、生猪、肉牛、羊、鸡为主的养殖产业园

区，以军昊光伏、鲁山花瓷为主的加工产

业园区，以蜂李、庙王、小河李、范店等村

为主的果蔬种植产业园区，带动900余户

贫困户脱贫。

打造七大基地。围绕主导产业，加大

龙头培育，打造了佳尚农业软籽石榴、迷

迭香种植基地，葡萄种植基地，瑞亚牧业

奶牛养殖基地，宇合顺毛驴养殖基地，军

昊光伏产业基地，尧神鲁山花瓷加工业基

地等，带动72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培育“六金”增收模式。依托五大产

业园区和七大产业基地，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培育“六金”增收模式，实现了贫困户

与基地的深度融合。土地流转得租金，全

乡共流转土地1.9万亩，其中贫困户土地

3000亩、得“租金”360万元，户均1200

元；基地务工得薪金，五大园区、七大基地

共用工1000多人，其中贫困户400多人、

得“薪金”240万元，人均6000元；自主发

展得售金，公司、合作社帮助200多户贫

困户发展葡萄、特色林果、食用菌等产业，

通过自主生产得“售金”480万元，户均

24000元；资源入股得股金，120户贫困

户通过个人资产等入股企业、合作社，获

得“股金”50万元，户均4000元；超产经

营得奖金，对产业发展好、增收效果好、辐

射带动好的贫困户落实产业奖补政策，激

发调动贫困户自我发展的积极性，2020

年已发放种植、养殖奖补资金58.47万元；

订单种植得酬金，采取“龙头+农户”的模

式，鼓励贫困户通过特色种植增收脱贫。

如鲁山县瑞亚牧业养殖有限公司带动

136户贫困户种植全株玉米提高收入，户

均增收1000元；河南佳尚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贫困户签订迷迭香种植收购合同，

免费技术指导，按合同约定收购，带动75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1500元。

打造品牌，
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产业基础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辛集乡将

围绕葡萄等优势产业，提升品质、打造品

牌，做大做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

技术扶持力度，以市场需求为目标，以科

学种植为依托，聘请专家团队为全乡的技

术顾问，在有机、绿色、无公害上下足功

夫，提升产业效益，为群众带来更大的利

益。加大扶持力度，对种植大户加大支持

力度，提升大户生产经营能力和服务带动

能力，不断扩大特色产业优势，促进产业

效益倍增，提高产业扶贫成效。加大销售

扶持力度，对葡萄经纪人根据销售葡萄数

量，给予适当补助，鼓励更多的人员参与

销售。引进开拓电商、网站等宣传方式、

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辛集葡萄、认

可辛集葡萄、购买辛集葡萄。相信在上级

部门的坚强领导下，辛集乡有信心、有决

心把产业做大做强、做好做优，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促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

业基础、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2020年12月31日下午，方城县人

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桂新利用互联网

庭审系统进行庭审并进行互联网远程

调解，成功调解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件。

被告河南某建设工程公司承建了方

城县中南厂的停车位改造工程，被告余

某作为项目经理及实际施工人对该项目

进行施工建设。2019年9月15日，原告

李某乘坐赵某的两轮摩托车行驶到中南

厂桥东新区某单元门前时，驶入河南某

建设工程公司承建的停车场改造工地的

路沟内，造成车辆损害、原告受伤的交通

事故。2019年10月14日，方城县公安

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李

某无责，余某负次要责任，赵某负该起交

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原告于2020年12月10日诉至法

院，请求被告河南某建设工程公司、被

告余某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6万元。

考虑到原、被告均不在方城县城，距

离法庭较远，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承

办法官王桂新决定利用互联网庭审系统

进行庭审并进行互联网远程调解。

“既然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双方

都应互谅互让。能早点解决纠纷，对大

家都有好处。”王桂新法官对双方当事

人耐心地做调解工作。通过向当事人

释法明理，认真计算赔偿数据，终于使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余某当庭向原

告支付赔偿款2.5万元，原告自愿放弃

其他诉讼请求。 （曹天祥程远景）

日前，西峡县人民法院对陈某鹏、

段某朋、黄某等42名被告人涉黑案进行

一审公开宣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聚

众斗殴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强迫交易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采矿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

被告人陈某鹏有期徒刑24年，剥夺政治

权利3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处罚金

20.5万元；另外31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

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不等，

并处罚金；其余10名非该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涉案被告人亦被分别判处刑罚，对

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鹏与

被告人段某朋、邹某、周某、郑某才、薛

某杰、石某、李某等8人于2013年进行

“结拜”，并通过各种手段笼络社会闲散人

员和有前科劣迹人员扩大势力，在当地被

老百姓喻为“八大金刚”。 2013年至案

发，该团伙在淅川县域以贷款公司和企业

管理公司为载体通过非法放贷、暴力讨

债、替人索债、插手民间纠纷等行为，牟取

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了以陈某鹏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组织。

2013年以来，该组织先后实施非法

拘禁、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住

宅、故意毁坏财物、强迫交易、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非法采矿、敲诈勒索等违法

犯罪9类43起，攫取经济利益高达380

余万元，大部分资金用于组织的发展及

购买作案工具，给组织成员发放工资、

福利等，以维系组织发展。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鹏系

该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其组织、

领导期间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

行予以处罚，被告人段某朋、孟某华、全

某涛系骨干成员，被告人邹某、郭某坤等

7人系积极参加者，其余21人系其他参

加者，均应当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追究刑事责任。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李冬冬王晶雅）

专业人士告诉你买股票期权，包赚不

赔，你心动吗？微信群里不停晒单，盈利

不断更新，大把的钞票就在你面前，唾手

可得，你心急吗？心动了，心急了，也就一

步步进入了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020年 10月，随着涉案68人的电

信诈骗案的宣判，遂平县检察院的检察

官利用过硬的专业知识、细致的审查把

关、清晰的侦查思路，揭开了全国首例

采取推销股票期权、串通交易手段实施

诈骗的虚假面纱，所有涉案人员认罪伏

法。

在我国，股票期权交易尚属新生事

物，相关交易规则、交易术语又是专业性

极强，对办案人员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

域；大量被告人被羁押，案件事实、证据

均存在较大问题的特殊情况，给审查起

诉和庭审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为此，遂

平县检察院组建了一个由主管副检察长

为组长，4名有经济、金融知识的员额检

察官为成员的办案小组，共同办理该案，

通过查资料自学期权术语及交易规则，

边学边讨论边研究，逐一梳理案件存在

的问题，逐项列举，最终梳理出案件关键

问题。辩出了真伪，理出了疑惑，检察官

有针对性地提出补充侦查提纲，一步一

步引导侦查，完善证据，最终揭开了福州

亿德及福建龙博公司为电信诈骗集团的

神秘面纱。

通过审查把关和引导侦查，历经二次

退回补充侦查后，遂平县检察院对该案提

起公诉，并且在审查起诉期间积极适用认

罪认罚，最后被告人林某泉被判处有期徒

刑8年零6月，并处罚金5万元；李某迎等

人被判处9个月至4年零6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至此，这起犯罪集团成员众多、

犯罪手段欺骗性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的采取推销股票期

权、串通交易手段实施诈骗的电信诈骗案

顺利结案。 （孟庆胜霍力）

“我在牛庄，心脏病犯了，快来，救

我。”2020年12月26日23时许，南阳市

公安局官庄工区分局值班民警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报警人的声音很微弱，话刚说

完电话就断了。值班民警赶紧将电话回

拨过去，却没有人接。

牛庄村是典型的城中村结构，村内

自建房密集，租住人员众多。为了抢救

患者，值班民警立即携带急救包往牛庄

赶，并联系油田职工医院急救车同时赶

往。出警途中，民警再次与报警人取得

联系，报警人断断续续地说出他租住的

房屋道口有一家韵达快递，说完电话又

断了。经过寻找，民警很快找到韵达快递

所在道口，但是道口内有20多栋自建房，

每栋都是六层。时间就是生命，出警人员

迅速分头行动，逐楼逐层查找，并不停地

通过拨打手机后发出的铃声寻找报警人，

最终在排查9栋楼后找到了报警人牛某。

当时，牛某呼吸急促，浑身颤抖，意识不

清。民警立即通知急救人员进行救治，随

后出警人员又协助急救人员将牛某抬上

救护车，送往油田职工医院治疗。

后经了解，牛某系唐河县张店人，在

油田打工，平时一个人在牛庄村租房住。

一周前，牛某感到心脏不舒服，到油田职

工医院检查发现患有心脏病，原本打算过

完年再住院，没想到突然发病。经抢救，

牛某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正在进一步治

疗。 （李焱 庆朝）

近日，盗窃室友支付宝现金的邓某

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安阳市公安局北关

分局曙光路派出所刑事拘留。

2020年12月24日，安阳市公安局

曙光路派出所接到李某报警称：2020年

11月、12月，其支付宝账号多次被盗刷，

怀疑是同寝室室友邓某某所为。接到

报警后，民警立即对李某的支付宝账号

及其银行卡交易明细进行查证，并固定

证据，最终认定确系其室友邓某某盗

刷，遂将邓某某传唤至派出所。

邓某某今年19岁，和李某、刘某某

同是安阳某职业学院学生，并住一个宿

舍，三人关系不错，相互之间都知道对

方的手机屏锁和支付宝密码。2020年

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邓某某趁室友

李某熟睡之时，偷偷拿起其手机先后3

次登录李某的支付宝账户，共盗刷1500

元。此外，邓某某还主动交代了2020

年9月下旬，以同样的作案手段盗刷室

友刘某某支付宝现金220元。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邓某某为了瞒

住李某、刘某某，盗刷后将他们手机里

的转账记录全部删除，邓某某盗窃得来

的1720元全部用于偿还花呗债务。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吕志国）

为落实全县烟花爆

竹禁售禁燃工作部署，加

强禁燃禁放工作，强化群

众安全意识，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近日，兰考

县公安局三义寨派出所

对辖区内烟花爆竹的生

产、销售、存储进行了一

次大检查。黄胜亮摄

听得到警笛声看得见打更人矛盾化解有依靠

平舆 平安建设提升百姓安全感满意度

“双力”齐发走出产业发展新路子
□鲁山县辛集乡党委书记郭伟民

是股票期权，还是新型诈骗？
检察官揭开68人电信诈骗案神秘面纱

西峡宣判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42人获刑 最高刑期24年

民工突发心脏病 民警排查得救治

花呗欠了债，打起同学歪主意
安阳一学生盗窃室友支付宝现金被拘留

法官远程调解 纠纷当场平息

张金学在穰东镇实验小学法治教育长廊前对少先队员进行法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