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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19 时 30 分过后，陕县公安局
原店派出所门口，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鱼贯
而入。身穿制服的民警依次下车，在院中集
结。

这些民警分别是从陕县公安局刑警、交
警、治安、经侦、巡警等部门和附近几个派出
所抽调来的，按照县局要求参加由原店派出
所牵头组织的县西战区警务协作联动。参
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当地消防官兵。

原店派出所所长王定牢介绍，针对辖区
东西狭长、地形复杂等特点，陕县公安局推
出了区域警务协作整体作战机制，将全县分
为县东、县中、县西三个战区，整合 15 个派
出所和各警种力量，打防结合保平安。

民警分别被编入设卡、巡逻、清查、抓捕
等小组，我跟着其中的一路清查小组行动，
这一小组由原店派出所教导员杨海峰带
队。

20时15分，我们分乘两辆警车驶出派出
所，第一站是黄金脚养生店。这个店租用的
是一套位于路边的两室一厅民房。店里有7
张简易单人床，一名年轻女子坐在吧台后面，

一名青年男子坐在对面床边玩手机。
民警问那名女子：“这个店有啥手续？”

“没啥手续？”
“店里有没有消防器材？”
“没有。”
民警责令该店立即关门，第二天到派出

所履行相关手续。
离黄金脚养生店不远处，看见有一家店

门口贴着“棋牌娱乐”字样，民警立即走了进
去，眼前的情景令人吃惊：店里赫然放着两
台打鱼机，靠墙的位置还摆放着两台老虎
机，但是没有人玩。

见到民警，看店的一名中年女子连忙拿
起手机打电话：“赶紧过来吧，警察来了。”

警察要求中年女子出示身份证、问老板
是谁，但该女子既拿不出身份证，也说不出
老板姓甚名谁，只是说她是附近人，是熟人
叫她来帮忙看店的。

民警对她说：“打鱼机和老虎机都是赌
博工具，你能不知道？”这名女子没有正面回
答。

两台老虎机上面都贴着一张字条，上面

写着“不见不散，凡5000分以下（含5000分）
打爆机者，另送红旗渠（香烟）一条”等字
样。

民警撕掉了贴在门上的“棋牌娱乐”几
个字，正商量处置这些赌博工具时，一名穿
绿夹克、牛仔裤，体态微胖的青年男子走了
进来。

夹克男自称房东。在民警的要求下，夹
克男卸掉了两台打鱼机的主板。随后，民警
责令关闭店门，收缴了两台老虎机、两个打
鱼机的主板，并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询问。

21时许，民警先后来到商贸城、火车站
地区，检查了足浴室、美容美发厅、按摩店、
KTV等场所，发现大多没有配备消防器材，
有些店面的雇员信息没有到派出所备案。
民警要求他们第二天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
续。

近 23 时，我返回原店派出所。王定牢
说，民警当晚还抓获了一名负案在逃人员。
而此时，几个小组的民警仍在开展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杰）近日，公安
部下发通报，表彰河南公安机关打
击犯罪工作。通报称，在2013年全
国打击刑事犯罪工作绩效考核中，
河南公安机关综合成绩位列全国
第四，命案侦破、打黑除恶综合成
绩位列全国第一，多项工作位居全
国前三位。

据了解，2013 年，全省公安机
关紧紧围绕全省改革发展大局，保
持了对各类刑事犯罪的高压严打
态势，坚持“更快地破大案、更多地
破小案、更准地办好案、更好地控
发案”，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支持各
地自主用警，进一步增强了打防犯
罪的实效性。2013年，全省命案发
案持续下降，破案率达到 98.3%，同
比提升 0.12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
高，命案侦破综合绩效连续10年保
持全国第一。

我省命案侦破绩效
连续10年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昨日上午，省高级
法院院长张立勇来到兰考县法院坝头法庭调
研，亲自了解法庭副庭长闫胜义的事迹，称这
位被媒体称为“焦裕禄式的好法官”身上，有
着对党的事业和法官职业的忠诚，有着同人
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和对本职工作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

坝头法庭副庭长闫胜义扎根基层 27年，
办案 2600多起，无一发回重审，无一改判，无
一信访，被媒体称为“焦裕禄式好法官”。调
研中，张立勇邀请曾与闫胜义共同工作、生活
过的法院、法庭、乡镇相关人员一起座谈，详

细了解他们眼中的闫胜义，并面对面“采访”
闫胜义，询问他工作和生活的细节。

在听了闫胜义的事迹后，张立勇说，闫胜
义身上体现着他对党的事业和法官职业的忠
诚。他是按照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在工
作，在27年的基层工作中，他坚守着法官公平
正义的职业要求，也正因如此，他办理的案件
才能没有重审，没有改判，没有信访；闫胜义
的身上体现着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他
扎根基层，让自己成为百姓中的一员，在人民
群众中工作，自己也享受着服务百姓的快乐；
闫胜义身上体现着他对本职工作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精神。他处理每一起案件都像在
制作一件艺术品，不辞辛苦，不觉烦躁，2600
多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满意或者基本满
意，可以说他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
境界。

张立勇说：“在当前和平的环境下，法官
的工作不必追求惊天动地，需要扎扎实实、认
认真真、用脑用心，几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工
作，闫胜义就是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法官。”

调研中，张立勇还对在闫胜义调解下撤
销离婚诉讼，恢复和谐婚姻生活的留守妇女
张兰菊一家进行了看望。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刘立新 张海
燕）4月23日下午，最高检以电视电话会形式召开
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座谈会，我省 7个基层检
察院、14名检察官获全国先进。

记者从省检察院分会场了解到，我省 2个基
层检察院、3名干警分别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
模范检察官称号；5个基层检察院、11名干警分别
被荣记集体、个人一等功 ；13个单位被命名为全
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54个单位被命名

为国家级文明接待室。荣获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
的新蔡县检察院和被荣记个人一等功的南阳市卧
龙区检察院公诉局局长毕冬云作为我省检察系统
受奖单位和个人代表赴北京主会场接受表彰。

据悉，这次评选活动是最高检联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开展的，评选工作重点向
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难度大的地方和执法办案
一线努力工作的检察人员倾斜，经过初评、复审、
公示等程序严格评选产生。

本报讯（记者 杨勇）从 4 月 18
日开始，关于郑州市将在 5 月 4 日
开始按照单双号限行的消息在微
博、微信上疯传。随即，我省各主
要媒体纷纷刊登文章辟谣，郑州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出面澄清
说没有接到过要按照单双号限行
的通知，近期也不会实施这样的
限行措施。

4月 22日 8时 56分，省公安厅
官方微博@平安中原发微博证
实，此消息系虚假消息，目前郑州
交警部门没接到关于执行单双号
限行的任何通知和消息。而如果
实施单双号限行规定，将会征求
意见和开听证会等，提前向社会
公布相关情况。 但时至昨日，仍
有读者给记者打电话询问是否按
照单双号限行。在谣言的背后，
折射着因拥堵带来的不安和焦
虑。

郑州市民马先生常年在省外
发展，他说，以前谣传要限号，老
的 谣 言 刚 过 去 ，新 的 谣 言 又 来
了。这次所说的单双号限行在

“五一”之前到来，伴随着汽车销
售旺季，很多人说是有汽车销售
者在造谣。从社交媒体流传的情
况看，该谣言还使用了一张图片，
图片中显示的“政府文件”从格
式、字号、字体、内容和表述方式
都与真正的政府文件毫无二致，
因此导致更多人信以为真。

有关人士称，到 2030 年前后，
我省汽车会相应增加到 3000万辆
左右，以后才会平稳增长。目前，
河南省汽车数量为 1000 多万辆，
过早担心限制汽车没有太大必
要。

7个基层检察院
14名检察干警

单双号限行？
省公安厅：谣言！

闫胜义忠诚爱民敬业境界高

获全国先进

4月23日下午，来自省直有关部门的
40余位负责同志来到河南法制报社调研
工作，与本报部分采编骨干就平安河南
建设、法治河南建设、法治宣传、普法教

育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图为调研人员观看本报制作的视频

资料。
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上接01版）
尊重被告人人格尊严，去

除“犯罪化标签”。《规定》明
确，不得要求被告人着囚服参
加庭审；不得要求被告人以光
头形象参加庭审；不得让被告
人坐囚笼；提供桌椅、纸笔，方
便被告人记录各方的发言，为
自行辩护做准备。

《规定》称，对影响定罪量
刑且有异议的关键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要通知证人、鉴定
人出庭作证，证人、鉴定人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的，其证据不
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被告人、
辩护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的，法
院 要 启 动 非 法 证 据 排 除 程
序。经审查，不能排除以非法
方法收集证据可能的，不得作
为定案的根据。

保障罪犯会见亲属的权
利。《规定》称，对判处死刑的
罪犯，告知其有权会见近亲
属，罪犯或近亲属申请会见
的，必须及时安排会见。各级
法院执行死刑时维持罪犯的
人权尊严，一般应以注射方式
执行死刑，避免用枪决的方法
执行。执行前，罪犯留下遗嘱
或者遗言的，人民法院要及时
转告其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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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在兰考县法院坝头法庭调研时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