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2年9月27日16时在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郑
州市铭功路83号豫港大厦27楼）公开拍卖：

1.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经二路南段建业森林半
岛小区别墅11号01房。（保证金60万元）

2.位于汝州市梁丰北路东侧一处临街门面房，
房屋共四层半，底层为三间，占地面积约为340m2，
建筑面积约为525m2。（保证金40万元）

该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
szc.gov.cn)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2年9月25日17时前向
人民法院指定账户缴纳保证金（保证金以实际到账
为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并持有效证件到河
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拍卖公司电话：0375-2885588 13903753265
产权中心电话：0371-66285715 66285716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法院监督电话：0375-2862769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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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李冬琳）
9 月 8日，全省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会议在
南阳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今年以来反贪办案
工作，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尽快适应新刑诉法，转
变侦查模式，努力提高反贪侦查工作水平。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张国
臣，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杨建生，南
阳市委书记李文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省三
级检察院干警通过视频同步收听收看了会议。

张国臣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南阳市的检察

工作。他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围
绕省检察院党组确立的“科学发展、遵循规律、
转变方式、提升水平”的检察工作主线，在五个
方面下功夫，推动检察机关反贪工作深入健康
开展。一要在服务大局上下功夫，自觉做到主
动站位全局、主动履行职能、主动化解矛盾。
二要围绕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安全有
机统一，在科学发展上下功夫，坚持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真正走出一条办案力度大、质
量高、效果好的良性循环新路子。三要围绕反

贪工作健康持续开展，在遵循规律上下功夫，
主动遵循反贪案件、侦查工作的规律，严格按
照规律办事。四要围绕刑诉法修订实施，在转
变方式上下功夫，转变反贪办案理念、方式、机
制，提高能力素质，推动反贪侦查工作迈上新
台阶。五要围绕反贪队伍建设，在提升水平上
下功夫。

李文慧在讲话时说，南阳市将全力支持检
察机关依法办案，并在案件查办、信息化建设、
干部选拔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蕾 特约
记者 连欣）昨日，省司法厅 2012 年
反腐倡廉建设年中督导会在郑州召
开，会议听取了省监狱管理局、厅属
院校和厅机关各局处室负责同志关
于今年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汇报。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真正把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与
司法行政业务紧密结合，切实做到
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
起考核，建立全系统惩防体系建设
基本框架。

今年后 4 个月，全省司法行政
系统将建立健全联合办案、重要线
索报备、重要案件督办、重要信息报
告等四项办案工作机制，规范办案
工作流程，并拓展监督领域，规范监
督程序，突出重点领域，提高监督效
能。年底，省司法厅将对直属单位
2012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确保全系统
惩防体系建设基本框架如期建立。

我省司法行政系统
将建成惩防体系框架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红）即日
起到 9 月 17 日，省政府纠风办将广
泛征集对 78 个参评的政府部门和
公共服务行业的意见建议。

据介绍，省政府纠风办将会同
78 个参评部门和行业在全省组织
发放5万份征求意见建议问卷。同
时还在省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henan.gov.cn/）、“政风行风热
线”（http://www.hnr.cn/）网站开设
征求意见建议网页。如果你对 78
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有啥意
见和建议，请登录该网站发表。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红）近日，
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
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明确，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未经批准即擅自开工建设、建
设过程中擅自作出重大变更、未经
环境保护验收擅自投产等违法行
为，依法追究管理部门、相关企业和
人员的责任。《意见》说，我省推行绿
色信贷制度，即根据企业环境守法
情况划分信用等级，实行差别化的
信贷政策。我省还将建立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制度等。

全省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会议要求

努力提高反贪侦查水平

省政府纠风办征集
政风行风意见建议

企业环境守法情况
将与信用等级挂钩

为进一步优化项
目建设环境，近日，三
门峡市公安局经济开
发区派出所治安管理
服务大队民警到辖区
重点项目建设场地为
施工人员讲解安全生
产相关法律知识，帮助
他们树立正确的维权
意识等。图为民警在
发放安全生产宣传单。

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田帅军摄影报道

中秋中秋、、国庆双节国庆双节
前夕前夕，，焦作市解放区焦作市解放区
法院开展了法院开展了““工地审工地审
执月执月””活动活动，，要求对每要求对每
起 涉 务 工 人 员 的 案起 涉 务 工 人 员 的 案
件件，，合议庭成员须深合议庭成员须深
入工地开展调查入工地开展调查、、调调
解解、、和解工作三次以和解工作三次以
上上。。图为该院合议庭图为该院合议庭
法官到辖区某工地现法官到辖区某工地现
场开庭场开庭。。

记者记者 刘华刘华 通讯通讯
员员 刘建章刘建章 张海峰张海峰 摄摄
影报道影报道

送法到工地

樊振离拿起巡视牌，飞快地走了几步后，
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用右手按住腰部。两年前
某晚回家路上的车祸使他尾椎骨骨折，至今
依然有些疼痛。

走到监室门口，他渐渐放慢了脚步，开始
巡查。这样的巡查、这样的节奏，樊振离已经
十分适应。从1997年被调到鄢陵县检察院监
所科后，樊振离便一头扎进鄢陵县看守所检
察室，一晃15个春秋过去了。

作为一名驻所检察室的检察官，樊振离
每天重复着巡查监所、与在押人员谈心聊天、
及时了解民警看管情况和在押人员思想稳定
情况、审查劳教人员档案及相关法律文书等
工作。

“跟条件好的看守所相比，我们硬件条件
相对较差，但我们能跟他们比管理、比监督、
比工作。”樊振离指着正在装修的看守所走廊
说，“现在正在为创建一级看守所做准备哩。”

站在半露天的平台上，樊振离对监室挨
个巡逻，每到一个监室，他的目光都要在每个
在押人员身上停留片刻。

“我叫樊振离，请记住我的名字，有什么
问题和困难尽管告诉我。”在看守所15年的时

间里，这句话是樊振离巡查时重复最多的一
句。

走进一个监室，樊振离问靠近墙的一名
在押人员：“你咋了，是不是有啥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在押人员李某说着拿
起床上的报纸看了起来。

“你得认真观看每一个人，要从他们的神
态上发现问题。”

去年夏天，樊振离在巡查时发现年仅17
岁的在押人员陈某一到吃饭时间就去睡觉，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父母离婚后，陈某
就跟着7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我偷钱是因
为老板不给工钱，我没钱吃饭，我觉得自己不
应该被抓。”陈某说。

樊振离对陈某进行开导教育之后，产生
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批捕、起诉，必将对孩
子造成很大伤害，既然孩子盗窃数目不大，能
否适用轻微刑事犯罪？之后，他向主办检察
官提建议：“能否对陈某实施非羁押诉讼？”

检察院研究后接受了樊振离的建议，并
且对陈某判了缓刑。宣判后，陈某专门到看
守所，找到樊振离，跪在地上向他郑重地磕了
一个响头。

樊振离的办公桌上放着这样一个工作安
排表：每天巡查不少于5次，每周找在押人员
谈心谈话不下10次，定期查看卷宗……这些
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事，却让樊振离从中掌
握了大量的信息，为创新监所管理方法、提升
管理水平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在这里是否能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
面对我的提问，樊振离沉默了片刻后说：

“说实话，这里的确比较枯燥，但我每次巡查
时听到在押人员叫我的名字和他们的感谢
声，看到他们发自心内的笑容时，我就找到了
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樊振离看看时间，已经12点了，他该回去
给老伴儿做饭了。自从老伴儿的手被机器轧
断后，他每天如此。他说这样也好，可以“硬
逼”着自己去陪老伴儿。他说15年来每年都
承诺除夕回家过，可每次承诺都落了空；他说
还有三年就退休了，退休后一定在家过年。

樊振离骑上电动三轮车，留下了一个疲
惫的身影。

本报讯（记者 张杰 杨红岩）昨
日是教师节，省公安厅隆重表彰全
省公安系统的 205 名优秀教师、优
秀实战教官和教育工作者。

表彰决定指出，2012 年，全省
公安系统广大教师、教官和教育工
作者，为培养公安机关的后备力量、
培训在职公安民警做了大量工作，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特别
是河南警察学院治安系党总支书
记、副教授安政等 205名优秀教师、
优秀实战教官和教育工作者，为公
安教育训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为全省公安系统的广大教职
员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据悉，当前，我省公安机关省、
市、县三级民警训练基地建设已初
具规模，基本形成了层次分明、功能
完备、结构合理的“一级教育，三级
培训”的新体系。

省公安厅隆重表彰
公安系统优秀教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