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抓五项措施
践行群众路线

本报讯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汝南县检察院党
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坚持“五
抓”，推进活动深入开展。

一抓筹备，引导活动有序推
进。坚持认真谋划，统筹安排，及时
传达贯彻上级精神。先后召开全院
干警大会、党组专题研究会、支部专
题讨论会，为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
预热铺垫。

二抓学习，思想教育生动有
效。持“典型讲”与“大家谈”相结
合、集中培训与个人自学相结合。
目前已组织党组中心组学习 6 次，
支部学习 13 次，全院集中学习两
次。

三抓问题，征求意见不走过
场。坚持把找准问题作为教育实践
活动的关键环节，广泛征求意见。
检察长直接到乡镇与一线基层干部
和普通百姓面对面交流座谈，听取
对公正司法和县检察院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的意见、建议。

四抓查改，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立查
立改。突出整改重点，发现问题就
着手进行整改，坚持边学习边思考，
边反思边检查，能够尽快解决的就
尽快解决，能够自身解决的就不要
上交。

五抓特色，立足职能增强实
效。坚持立足本职，突出检察特色，
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做好自选动
作。一方面，结合部门实际，盯着问
题根据轻重缓急抓教育、抓整改。
另一方面，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
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专
项工作和网络信息、食品药品安全
等领域专项整治。 （杨晓）

弘扬“唐检精神”
提升“唐检形象”

本报讯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
为着力培养检察机关高效、规范、廉
洁的工作作风，以培育“唐检精神”
名片为抓手，大力提升“唐检形象”
品牌，各项检察工作得到了新的提
升。

一是培育“唐检精神”，以精神
信仰塑造“唐检形象”。该院根据不
断探索的工作实践和在生活实践中
形成的优秀特质和精神品格，不仅
体现了唐河检察人的精神风貌，凝
聚了干警奋发向上的力量，还体现
了对检察干警的自律作用、对工作
方式的引导作用、对工作团队的凝
聚作用。

二是宣传“唐检精神”，以浓厚
氛围激活“唐检形象”。将“唐检精
神”“上墙”，在院每个会议室制作含
有“唐检精神”的统一背景墙，严肃
会场纪律，激发工作激情；将“唐检
精神”“印本”，在工作记录本封面印
刷“唐检精神”并积极向外推介，形
成唐河检察的一张亮丽名片。

三是践行“唐检精神”，以实际
行动提升“唐检形象”。以公正促规
范，恪守“规范守正”。多次对规章
制度汇编进行修改，形成用制度管
人、管事、管案的规范化管理长效机
制；抓学习促提升，牢记“勤学实
干”。建立干警学习培训档案，每季
度评选一次“十大标兵”，通过树旗
立标，提升形象；倡务实促创新，力
行“创新争优”。仅 2013 年就有三
项机制被南阳市检察院认定为品牌
创新，院整体工作连续两年居南阳
市首位。抓服务促改变，做实“服务
发展”。建成“阳光检务中心”，设立
便民服务台，方便群众办事。

（牛凌云陈德顶）

▲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高度重视监
所安全工作。日前，该院监所科科长余
兵和同事从距离鹤壁市监狱40多公里外
的山城区检察院出发，到鹤壁市监狱习
艺车间查看服刑人员劳动安全、生活安
全情况，发现问题立即要求整改。图为
余兵发现剪刀的一边把手未用铁环系
住，叮嘱监狱干警按规定设置。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何芳莉 摄影报道

▲日前，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分局在鹤
壁集召开追缴赃物公开返还群众大会，现
场向受害群众返还被盗钱物。派出所副所
长付利华出席大会并宣读鹤壁市公安局鹤
山分局致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介绍了
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治安防范和严打专项行
动情况及其严厉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切
实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和信心。到场
群众，有的现场燃放鞭炮庆祝、有的送锦旗
表示感谢。

记者李杰通讯员宋景民摄影报道

糖尿病一直被认为是久治不愈的疾病，
得了糖尿病就意味着长期服药，并忍受并发
症带来的痛苦，糖尿病发病原因是胰岛 b 细
胞处于休眠、坏死的状态，造成胰岛素分泌相
对和绝对不足，而传统降糖药物又无法激活
休眠及新生新的胰岛b细胞；只能单向降低血
糖，要想治疗糖尿病，解决传统药物不能穿透
胰岛组织去激活胰岛b细胞是问题关键所在。

北京糖尿病课题组数十位专家，从激
活胰岛 b 细胞，恢复胰岛功能着手，运用现
代生物医学，从生物电上找到突破口，成功
研制出“电磁唤醒胰岛 b 细胞”经临床验证，
已经成功治疗糖尿病数十万例，疗效显
著。“电磁唤醒胰岛 b 细胞”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科技含量高，通过模拟人体生物电穿
过皮下组织，迅速激活坏死的胰岛 b 细胞。
二是成功结合我国传统中医经络学，运用
电子脉冲，疏通全身经络，改善全身微循

环，增强细胞通透性，促进胰岛营养供给，b
细胞新生速度加快，促使胰岛功能恢复正
常。当前国际医学界一致公认，生物电已
被视为激活胰岛b细胞最有效的方法，3至 7
天降血糖，停服降糖药，中国研发“电磁唤醒
胰岛 b 细胞”利用生物电磁患者完全可以在
家治疗糖尿病，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控制
饮食，打一个全新的医学概念。

为响应国家健康到家号召，帮助糖尿病
患者早日摆脱糖魔的困扰，彻底走出口服降
糖药的单一降糖误区，健康扶贫基金启动大
型糖尿病爱心康复工程，免费发放价值
11200元的糖尿病治疗设备，耗材自理，只需
来电挂号登记，确诊为糖尿病就可免费赠送
治疗设备，建立健康档案，每位患者可获得
专家指导、会诊及疗效跟踪，直至康复为止。

采 用“ 电 磁 唤 醒 胰 岛 b 细 胞 ”物 理 治 疗 糖 尿 病

糖尿病免费治疗通告

全国免费治疗热线：400-150-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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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的一天，原阳县某中学即将参加
高考的李某、刘某、程某晚饭后，在校园旁边
散步交流学习心得。一名气质良好的年轻女
子主动与他们打招呼。该女子自称刘某某，
是某国企人力资源部招聘主任，由于企业暑
期订单猛增，需要招聘临时员工完成生产任
务。她还拿出手机登录企业网站让同学们了
解情况。李某、刘某、程某听了之后很心动，
就问刘某某如何去应聘。这时，刘某某说，他
们若要应聘很简单，只需交纳员工健康体检、
员工工装、员工档案等费用660元，而且这些
钱等他们进入企业工作后全部退还。

李某、刘某、程某遂四处筹钱，被老师
发现。在老师的提醒下，3人意识到这其中
有问题，遂报了警。警方经过分析，认定这

样的招工是一场骗局，目的就是骗取同学
们先期交纳的费用。

警方提醒，随着高考、暑假的悄悄临
近，大批学子将开展勤工俭学或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一些招工骗子往往抓住大家找
工作的迫切心情，利用五花八门的招聘伎
俩，来骗取受害人钱物。

招工骗子多数以“报名费、服务费、体
检费”等为借口进行骗钱，之后以种种理由
不安排工作或安排的工作让你无法完成，
自动辞职。因被骗金额往往不大，应聘者
大多自认倒霉。同时，警方还特别提醒，应
聘者不要将本人的身份证、暂住证等有关
证件随意交给招工者，以防被骗子控制。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冯广胜吴松群）

孙甲、孙乙幼年丧母。1958，两兄弟的父
亲为他们娶了继母郭某，郭某后来生下孙丙、
孙丁。1974 年，4 兄弟的父亲去世。1996 年
12 月 6 日，郭某与几个儿子在证明人的见证
下签订了一份协议，对他们的老院房屋及财
产进行分割，其中载明“北房 5 间属母亲郭某
所有”。

后来，孙丁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子女无
人抚养。2004 年 6 月 4 日，孙甲、孙乙、孙丙 3
兄弟经商议后，就孙丁子女的抚养问题达成协

议，并重新对老院房屋及宅基地进行了分割，
约定其中一部分留给孙丁的儿子。

然而，他们这次分割房产，却忘了之前已
把“北房 5 间”分给了郭某，这次的分割把“北
房5间”也纳入其中。

郭某知道这个协议后，很不满意，将 3 个
儿子诉至焦作市山阳区法院。

郭某认为，自己年老体弱，1996 年分家
时，已经确认“北房 5 间”归其所有。3 个儿子
私自达成协议分割其房子，侵害了她的所有

权，故要求法院判令 3 人签订的协议涉及“北
房5间”的内容无效，同时确认该5间房归她所
有。

近日，焦作市山阳区法院审理此案后，判
决孙甲3兄弟签订的协议关于“北房5间”的约
定无效，认定该5间房属于郭某所有。

法院审理后认为，1996 年 12 月 6 日的分
家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
已实际履行。郭某依据该分家协议享有其老
院“北房 5 间”的所有权。孙甲、孙乙、孙丙于
2004 年 6 月 4 日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北房 5
间”的约定，侵犯了郭某的合法权益，该约定
无效。

（记者 刘华 特约记者 刘建章 通讯员 廉
玉光）

2014 年 3 月 12 日，舞钢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接到铁山乡营街村村民华某报警称：2014
年3月6日下午，西平县的吕某向他借了3万
元钱，并以江淮和悦轿车作为抵押。2014年
3月8日下午，吕某没有经过他同意私自将该
车辆开走，他向吕某追要该车，吕某拒不归
还。

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吕某喜好赌博，他
正是为了赌博，才借了华某的钱。同时，他还
欠了别人的债，为了躲债，经常不在西平老

家。 因吕某的行为已涉嫌犯罪，民警遂决定
对吕某实施抓捕。

5月中旬，民警经过蹲守，终于将吕某抓
获并将涉案车辆追回。

被抓后，吕某认为把自己的车开回来不
构成犯罪。舞钢市公安局认为，吕某将车抵
押给他人，不经他人同意又私自将车开走，已
涉嫌盗窃罪，遂将吕某刑事拘留。

近日，舞钢市检察院以盗窃罪批准逮捕
吕某。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民）

当无数毕业生感叹工作难找，很多勤工俭学者感叹找兼职不易时，你在校园里
散个步就能碰上招工者且条件优厚，是不是就太“幸运”了？

母亲不满儿子做法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协议部分无效

仨儿分房子 母亲忘一边
“这归你，这归我，那都归他……”

3兄弟商量家里房子的归属问题，却忘
了他们所分的房子，根本就不属于他
们，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

校园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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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解说

借钱时把车抵押 又开走变成盗窃
身边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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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