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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主题教育 提高执法水平
法院篇法院篇

为孤寡老人上门办证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本报讯“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开
展以来，新乡市公安局卫北派出所主动深入
辖区“访民忧、解难题”，积极为社会各界办
好事、办实事，从细微小事着手，积极为群众
化解难题。近日，该所社区警务大队为一耄
耋之年的老人上门办理了户口和身份证手
续，为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社区群
众的高度拥戴。原来，社区警务大队二中队
负责人张百毅在辖区新电社区入户走访时，
一位老人向他反映说她二十多年了没有户
口，由于腿脚不方便一直也没有办理过二代
身份证。得知详细情况后，张百毅立即联系
花园派出所，很快为其补办了户口本，并帮
老人顺利地办好了二代身份证。事后，张百
毅还考虑到该老人孤身一人，又无经济来
源，又奔波于社区之间，为老人联系办理了
低保手续。 （姜娅）

十条措施夯实公安工作根基

本报讯 近期以来，封丘县公安局结合
工作实际，强化十条措施，有力夯实公安工
作根基，促进警民和谐。一是深入开展岗位
练兵活动；二是提高便民利民措施普及面和
落实力度，把公安工作成效直接体现到惠及
百姓上；三是充分发挥打击职能，集中优势
兵力，严打刑事犯罪，让群众体会到安全和
谐就在身边；四是开展好“三会”，即警民恳
谈会，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群众代表汇报
工作会，特邀警纪警风监督员座谈会；五是
严格执行如实立案制度；六是完善案件回访
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妥善处置；七是强化监
督措施，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八是加强法制
宣传，让群众更多地掌握现行法律法规和国
家政策；九是有效遏制“小案”上升，降低群
众遭受违法犯罪侵害风险；十是开展“群众
满意民警”评选活动。 （封公宣）

积极应对高温挑战 做好交通管理工作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道路
交通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新乡市
公安局南环派出所交通巡防大队克服气温
高、警力少等诸多困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
应对高温天气给交通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是提高民警思想认识。全体民警全力以赴
打好夏季高温交通管理攻坚战。完善高温恶
劣天气情况下的交通管理应急预案，确保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二是深化交通安全宣
传。采取发放宣传资料、播放警示教育片等
形式，加大对学生、社区居民、老年人以及驾
乘人员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辖区交通参
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三是加大路面管控。
民警重点加强每天午间、傍晚至次日凌晨的
交通管理力度，对发现疲劳驾驶行为，要及时
提醒驾驶员注意休息，必要时采取强制休息
的措施。 （王谢）

集中公开开庭宣判 有效震慑犯罪分子

本报讯 为了积极响应全省法院开展的
“一打击两整治”专项活动，近日，舞钢市法院
对刘某、冯某和张某分别涉嫌盗窃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等三起案件，进行了集中公开开
庭审理和宣判。这项措施体现了该院的司法
效率和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决心，有效地
震慑了犯罪，净化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环境，收
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张占营）

建立执行快速反应中心
提高执行威慑力

本报讯 近日，睢县法院建立执行快速反
应中心，充分发挥其“调度室”作用，对申请人
提供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财产及其线索或
知情人的举报统一处理，并对执行人员、执行
资源统一调度，切实做到出警及时、执行及
时、兑现及时。 （刘公民）

开展技能培训 提升司法能力

本报讯 为推进司法警察工作规范化建
设，提升司法警察保障法院办案的综合能力，近
期以来，潢川县法院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种有
效形式，对该院法警队开展了警务专业技能培
训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警队的规范化建设，取得
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李友谊）

规范法警建设 夯实警务基础

本报讯 日前，南召县检察院大力推进司
法警察队伍规范化建设，努力创建规范化法
警队伍。今年以来，该院坚持规范用警，统一
管理，完善制度建设，制定了《司法警察保障
办案安全责任制》、《安全保卫制度》等各项规
章制度，为检察业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警
务保障。 （巩向惠 段文聪）

三项制度打造信访工作新模式

本报讯 近期以来，平顶山市石龙区检察
院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打造信访工作新模式，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推行上访人点名接
访制度，打造“阳光信访”。二是推行双向衔
接联系制度，打造“温情信访”。三是推行“一
站式”接访制度，打造“快捷信访”。（孙磊）

开展案件评查 提高案件质量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野县检察院案件
管理中心建立了案件质量评查机制。案件
管理中心重点对“四不一撤”案件开展专项
评查活动，对评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督促相关业务部门进行整改。开展案件质
量评查以来，各部门所办理案件的质量有了
明显的提高。 （胡怀先）

优化考核机制 增强两种意识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检察院建立以综合
业绩考评、学习评比奖励、一岗双责、末位惩
戒为主的系列考核制度，分解量化各项任务
目标。此项举措强化干警责任，全面、客观、
公正地评价干警的工作业绩和现实表现，增
强了干警的责任意识和效能意识，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王中泽 吴富豪）

开展主题教育 提高办案水平

本报讯 近期以来，南阳市宛城区检察
院认真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主题教
育活动。该院通过集中学习、分散讨论和写
调研文章、心得体会等形式，对全院广大干
警全方位进行教育，促使干警进一步强化了
忠诚、公正、文明、廉洁的观念，提高了执法
和办案水平。 （李莉）

设立驻侦查机关检察室获成效

本报讯 社旗县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协商
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对拟采取刑事拘留措
施案件进行立案审查的实施办法》实施以来，
该院在公安机关设立了检察室，纠正了公安
机关存在的“有案不立”、“立而不侦”等情况，
杜绝了公安机关“随意拘留”的情形，节约了

司法资源。 （王新淑 窦勇）

三措并举化解社会矛盾

本报讯 近期以来，平顶山市石龙区检察
院民事行政检察科在辖区的四个办事处十个
行政村分别设立便民申诉联系点。一是采用
电话等方式进行预约、远程受理；二是提示申
诉风险，告知当事人申诉风险、申诉权利和义
务；三是对上级院抗诉案件跟踪回访，对生效
判决执行进行监督。 （刘 涛）

“两手抓”强化财务和资产管理

本报讯 近期以来，桐柏县检察院坚持保
障和管理两手抓，开源节流，厉行节约，满足
办公、办案需要，实施财务、扣押款物、车辆、
枪弹等规范管理，加强规范化建设，完善和健
全计财装备工作等规章制度，提升计财部门
的检务保障水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卢爽 袁义强）

检察篇检察篇

公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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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杨凯

8 月 18 日，承载着母亲的嘱托和新蔡县
检察院全体干警的期冀，曾经的“失足青年”
李某欣然前往郑州大学报到。在他的心底，
铭刻着一个电子邮箱号和一个电话号码，那
是新蔡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杨红梅送给他的
特殊“礼物”。按照她的要求，他每个月必须
向她汇报一次思想、学习情况，当然也包括生
活上的困难和思想上的苦恼，直至其大学毕
业的那一天。

8 月 13 日，接到新蔡县检察院通知的李
某，怀揣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惴惴不安地
来到杨红梅的办公室。杨红梅微笑着示意李
某坐下，接过李某递过来的录取通知书，她瞅
了足足有三分钟，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不

错，你果然争气。如果不是你高考前思想发
岔，肯定会考得更好。”她盯着李某意味深长
地说。

“今天我们通知你来，一是要了解一下
你最近的思想以及活动情况；二是想告诉
你，考虑到你家庭确实困难，我院已经与你
的学校取得联系，给你争取到一个特困生救
助的名额，并已申报到县教体局，救助金很
快就能批下来；三是要告诉你，你的案子还
牵动了我院闫宝检察长的心，经闫检同意，
我院拟对你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你只要从
今以后痛改前非，完全可以以一个崭新的面
貌重新面对你的人生。希望你能真正理解
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用意。”听到这里，刚才
还局促不安的李某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
出。

今年 21 岁的李某，是新蔡县某高级中

学三年级学生，父亲因病早逝，母亲在儿子
就读的学校食堂打工陪读，用每月仅有的
800 元的收入，维持娘俩的生活和儿子的学
业。家庭的窘境，使李某过早地品尝到生活
的不易和艰辛。眼瞅着一些学生经常将少
量现金放在教室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
动，于 2011 年底至 2012 年 4 月期间，先后 4
次闯入校医疗室、教室，窃得现金、手机、学
习机以及食品等，累计价值 5100余元。

就在今年高考前夕，心存侥幸的他终于落
网。审查逮捕期间，得知其平时在校表现还不
错，学习成绩也很好，考虑到高考是人生的一
次重要机遇，其又系在校学生，新蔡县检察院
经慎重研究，决定对其实行非羁押诉讼。作出
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第二天，被依法变更强制
措施的李某如愿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迎来了郑
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记者王海锋通讯员闫高明马建新

8月18日上午，涉嫌肇事逃逸的网上在逃
嫌疑人王某到桐柏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投案
自首，化解了一场纠纷。

6月8日，城郊派出所所长王跃峰到湖北
省随州市办理案件时，偶然遇到了随州市随县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周兵，周兵向他诉说了一件
烦心事。原来，今年1月16日，桐柏县月河镇
白庙村村民王某驾驶三轮货运摩托车拉着刘
某、吴某沿312国道行驶，当行至随县小林镇路
段时，刘某摔了下来。王某害怕担责潜逃，2月
4日，刘某经抢救无效身亡。随县警方对王某
上网通缉，但半年多未抓获王某。因案件没有
进展，死者家属对此非常不满，引起一些纠纷。

王跃峰回到桐柏后，决定劝王某投案。他
先后 13 次通过王某的亲朋来到王家进行规
劝，还带着米面等用品去看望王某的父亲。在
真情的感召下，8月18日，王某投案自首。

“大爷，我们是向阳派出所的社
区民警，今天是专门来给你照相、办
二代身份证的。”前两天的下午，新乡
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社区民警高华、
张英带着照相机、背景布等物品来到
了新运小区朱大爷的家里。

随着“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
动的不断开展，社区民警高华已为辖
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几天
前，在辖区走访时，民警了解到一个
情况，辖区居民朱大爷的身份证仍然
是一代证，在办理医保及养老金时都
遇到许多不便。朱大爷的家人想让
老人办理二代身份证，但朱大爷的户
口在向阳派出所辖区，人却住在黄岗
附近的新运小区，而且朱大爷今年已
有 94 岁高龄，受到脑梗后遗症的影
响，行动十分不便，没有办法到派出
所办理二代证。

了解情况以后，高华及时联系了
户籍民警张英，决定亲自到老人家里
现场为其办理二代证。几经辗转，民
警终于来到了朱大爷家。高华关切
地询问了朱大爷的日常生活、身体情
况，并告知朱大爷她来这儿的目的。

要开始照相了，高华亲自为朱大
爷穿上一件深色的衬衣。“朱大爷，我
们现在照相，看着镜头。”高华一步步
地引导着老人家，经过十几分钟的忙
碌，照相工作终于完成了。

老人家虽然年龄大，但并不糊
涂，为了感谢民警，朱大爷拿了一罐
杏仁露非让民警喝一口。民警谢过
老人后说：“朱大爷，这都是我们社区
民警应该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
让辖区居民得到更大的方便。”

朱大爷的家人对民警上门服务
表示了万分的感谢，而朱大爷知道自
己很快就要领取二代身份证，满脸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李鹏）

“失足青年”考上郑大

真情感召 嫌疑人自首

朱大爷的幸福事儿

“我觉得爬得高骂得远，所以才爬
上去骂的。”“骂街”的李某如此解
释。原来，夏邑县人李某平时靠打短
工为生。8 月 14 日早上，他和工友一
块儿在夏邑县中心转盘东南角等活儿
时，发现自行车胎没气了。因其车子
经常没气，他就怀疑是其他人故意扎
坏的。越想越气的李某当看到面前的
广告塔时，就决定上去大骂一顿解
气。结果，李某的行为引起众人围观，
导致交通阻塞。昨日，记者从夏邑县
公安局了解到，李某因扰乱社会秩序
被行政拘留5日。

记者 祁飞 实习生 章衡 通讯员
宋欣杰 摄影报道

爬高“骂街”
男子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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