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管所长索贿被举报后拿钱“封口”

本报讯西平县检察院以“建设一流司法警
察队伍、创立一流警务保障业绩”为目标，创新
工作机制，严格实行编队管理，着力提高法警执
法水平，法警队伍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在服
务和保障检察业务工作开展中发挥了较大作
用，被评为全省法警编队管理先进单位。

该院以严格职业准入和加强训练为抓手，
坚持入警必训、晋升必训、年度必训，年度训练
不少于20个训练日，使所有的法警都达到熟悉
法警职责、懂检察业务、懂办案程序、会用枪械、
会擒拿技术、会微机操作；以深化执法规范化活
动为抓手，先后制定了法警执行职务规则，促进
工作落实；建立了办案工作区，加强了检察官与
司法警察的协作，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目
前，该院已连续 15年实现办案安全无重大事
故。 （朱力强）

内乡县国税局

多措并举服务小微企业
本报讯 近日，内乡县国税局积极落实各

项优惠政策，服务小型微利企业，促进企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该局引导全体人员为小微企
业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安排专人负责对
企业的经营规模及收入状况进行摸底，充分利
用各种媒介，广泛宣传国家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积极提供上门辅导，并定期邀请
企业代表互动交流，共同探讨政策落实方面存
在的不足，加强整改，完善提高。（任士敏）

卢氏县国税局

落实政策服务纳税人
本报讯 近日，按照省、市国税局总体要

求，卢氏县国税局办税大厅积极落实《全国县
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该局规定大厅人
员必须每天早上7时30分到岗，集中学习《全
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通过办税服
务厅电子屏、短信等形式宣传《纳税服务规范》
的内容和措施，让纳税人更好地了解、行使自
己的权利和义务。 （王杰王辉）

南召县国税局

力促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近日，南召县国税局认真落实各

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优化服务，力促小型微
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该局认真学习政策文
件，吃透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精神；对资料
齐全、手续齐备、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优化办理
程序；组织税务人员不定期对小微企业的优惠
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走访调研，摸清小微政策落
实存在的问题。

焦作市中站区国税局

一站式服务小微企业
本报讯 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发布以来，焦作市中站区国税局积极行动，截
至目前，共为小微企业减免税额50.07万元。

该局在办税服务厅开辟税收政策宣传点，
放置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宣传材料，扎实开
展税收政策宣传；利用QQ群、微信等平台提
供小微企业政策解读；安排业务骨干在办税大
厅对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进行讲解，并提供咨
询、审批等一站式服务。 （张亚利）

平舆县公安局为认真落实省公安厅、市公
安局“一村一警”制度，要求民警沉下身子，走村
入户，认真宣传治安防范知识，及时了解群众的
困难和问题，让广大群众过上温馨和谐的生
活。图为该局万金店派出所民警走访群众。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郝伟
赵彦良摄影报道

本报讯今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紧紧围绕
民生工作主题，紧密结合侦查监督工作实际，

“点线面”交织，构筑立体化监督工作新模式。
一是深挖监督“点”，通过“一看二问三介

入”，深入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一看”就是承办
人通过认真审阅案卷，对没有立案侦查的犯罪
嫌疑人或犯罪事实进行监督；“二问”就是在讯
问犯罪嫌疑人时，注重细节发掘线索，防止个
别人员“钻空子”逃避法律的制裁；“三介入”就
是坚持重特大案件一律提前介入侦查，积极参
加公安机关重、特大案件的审讯及案件讨论，
并在这一过程中查找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是打造监督纵横“线”。一方面，加强
该院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在案件线索资源上
共享、在监督职能上互补、在人力资源上互
助，把立案监督贯穿各职能部门业务工作
中。2014年以来，该院控申等部门共向侦监
科移交立案监督线索两条。另一方面，该院
加强与公安、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深化打
击危害民生犯罪专项活动，今年已立案监督
食品安全犯罪7件7人。

三是扩大监督覆盖“面”。利用报刊、网
络、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
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
告，不断拓宽立案监督渠道。

今年该院已立案监督19件19人，其中判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3人，3年以下有
期徒刑16人。 （牛凌云 狄艳）

10亿元！11亿元！12亿元！大乐透奖池
势如破竹，堪比近期的股市走势。11月26日
晚，第14139期大乐透开奖，全国又爆3注1000
万元头奖，其中陕西1注追加拿下1600万元奖
金。虽然头奖连中纪录再次延续，但开奖后大
乐透奖池仍强势突破12亿元大关，再次掀开中
国彩市新篇章。

热号连出4期疲劳轰炸
第 14139 期大乐透的开奖号码为：前区

“03、05、07、15、34”；后区“01、10”。前区号码大
小比1∶4，奇偶比4∶1，小号、奇数占绝对优势，

“0”字头小号占3枚，“2”字头号码走空，同时带
出“05、15”这组同尾码，而当期唯一的大号偶数

“34”则为连续第四期开出；后区则开出一奇一
偶一小一大的组合，其中后区第一冷号“10”间
隔12期后终于开出，目前后区最冷号码由“08”
取代，截至第14139期已经有11期断档。

“34”的“疲劳轰炸”未能阻挡大乐透头奖连
出纪录的再次延续，当期一等奖在全国中出3
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山东、江苏、陕西，
其中陕西1注追加，可额外多拿600万元奖金，
令单注总奖金达到1600万元。

1600万元追加头奖落陕
据核查，当期陕西的追加头奖落户西安

02288网点，中奖彩票一张 9元 3注追加单式
票，注注中奖，除了1注追加一等奖外，还中出1
注追加五等奖及1注六等奖。

奖池突破12亿元大关
自第14119期以来，大乐透头奖已经连续

21期不断档，共向彩民送出55注奖金成色十足
的一等奖。虽然大奖高产，但在逾2亿元销量
的支撑下，大乐透奖池仍一路走高第14133期
突破11亿元……第14139期开奖后，大乐透终

于拿下12亿元奖池大关，足够同时提供240注
500万元基本头奖及150注800万元追加头奖。

11月29日，大乐透将迎来新一期开奖，12

亿元奖池势必令彩民投注热情进一步高涨，届
时且看“倍投侠”能否一举拿下大乐透历史以来
第七个亿元巨奖。 （肆颜）

超级大乐透：奖池突破12亿元大关再创新高

10 月 13 日，第 14120 期体彩“超级大乐
透”开奖，温州彩民中得一注一等奖，奖金
1000万元。一个月过去后，浙江体彩在各大
媒体刊登新闻，希望能寻找到这位中奖彩
民。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温州彩民终于在
彩民的千呼万唤中赶来了。

出现在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的是一位淳
朴的山村老人。十几年前，从城里回来的亲
戚向他描述着购买体彩中奖的场景，这让老
人家很是向往。“啥时候我也中个大奖，我那
时候这样想。”老人家回忆道。

自从有了这个想法，老人家每次进城买
东西时，都会找找卖体彩的地方买上 10元钱
的彩票。

10月13日，老人家仍然机选5注“超级大
乐透”，然后带着彩票回了家。一个月后，浙
江体彩在各大媒体刊登新闻，希望能寻找到
这位中奖彩民。这个消息传到老人家耳边
时，老人家一看彩票才知道中了奖。

领取了 1000 万元的奖金后，老人家说：
“还好来了，不然俺就成浙江体彩史上首个千
万元大奖弃奖者了。” （王大炜）

千呼万唤终现身浙江山村老人领走千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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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高法警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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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走村入户宣传法律知识

办案人员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
认为，高某作为一个水管所所长，明
目张胆索贿 40余万元，从其职务权
限到水利工程的普遍特点，不应仅是
其个人的作为。办案人员了解到，每
一个工程的建设，从招投标到工程款
支付再到项目验收，需要多次经过一
把手的签字审批，一把手是施工方首
要的公关对象。因此，具有更充分权
限的水利局局长杜某被纳入办案人
员的视线。

办案人员通过调查，发现杜某
的通话记录中有一个叫窦某的人，在
今年元旦后的 3个比较集中的时间
点上给杜某通过电话。办案人员走
访落实后发现，彭李坑水库水面养殖
的承办者便是窦某。

办案人员分析全部信息和证
据，报请检察长同意，决定对高某案
进行立案侦查，同时通知杜某到案。

办案人员到卧龙区水利局局长
杜某的办公室通知杜某时，杜某特意
嘱咐司机的反常举动引起办案人员
的怀疑。一组办案人员在楼下接触
了杜某的司机，从其车内当场找到一
个印有黄金叶字样的黄色软布袋，内
装5万元现金和大中华香烟等礼物。

杜某在5万元现金、香烟面前辩

称是有人找其帮忙在竞标中给予关
照，钱推让未果，放在车中准备退
还。此时，预审陷入困局。

而这时，参与承包者闻讯躲而
不见，也有不少说清、打听消息者，为
此，办案人员依计敦促涉案人员到案
配合工作。短短一个星期时间，10
余名证人到案并如实交代了为竞标
或者承揽工程给杜某送数万元不等
的贿赂，总计19万元。

拿到这些证据后，办案人员对
杜某进行突击预审，其简单抵抗后便
缴械投降。

一把手杜某被办案人员“攻破”
后，高某的心理防线也很快被瓦解，
除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外，言语间还
提到了其在彭李坑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中帮助中牟某水利公司竞标，找过
二把手赵某的事情。

通过外围调查了解和证据的逐
步收集，确定水利局二把手赵某在彭
李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中也存在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其中就有
高某经手送的一笔10万元。

在强大的压力下，主抓全区中
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河道治理工
程的赵某主动投案，该案告破。

昨日，记者从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反贪局获悉，由该局侦办的卧龙区水利局领导受贿索贿窝案日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卧龙区水利局局长杜某受贿1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半、副局长赵某受贿 13 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半、水管所所长高某受贿两万元行贿10万元被判缓刑。

“点线面”交织
构筑立案监督新模式

南阳一水管所长

索贿40万元
“气病”项目经理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张广军

今年 4 月，南阳市卧龙区检察
院反贪局干警在上网浏览市长留言
板的时候，被一则控告南阳市卧龙
区彭李坑水库水管所所长高某的留
言内容“吸引”，控告内容称高某在
彭李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中向施工
方索贿40万元。

河南省工程建设信息网显示，
2006年6月30日彭李坑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 3 个施工标进行公开招标，
河南中牟某水利公司、开封市某水
利公司和省水利电力某公司参与投
标并中标。警方通过调查，发现网
上匿名举报人应是省水利电力人
员，于是顺藤摸瓜，得知该项目经理
张森林（化名）患病住在河南省肿瘤
医院。

调取张森林手机通话记录显
示，在网上举报后的一段时间，有南

阳不少电话号码和张森林有较为频
繁的联系。因为工程早已结束，这
通电话成了最大的嫌疑，其中一个
号码使用者为高某。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办案人员
有针对性地找张森林谈了两次，
从生意聊到家庭又聊到健康，张
森林逐渐放下内心的戒备，说到
在二标段施工期间高某向其多次
索要 40 万元的事情，后因心中恼
怒，积怨成病，便发帖举报。得知
被张森林举报，高某到医院做其
工作，并先后给其医药费 11 万元，
请求息事。

办案人员根据情况，查看提取
了张森林手机上保留的和高某发泄
怨恨、讨价还价的短信记录，并通过
银行调取了高某、赵某给付 10万元
医药费的银行往来凭据。

顺案追踪挖出水利局窝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