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是《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对政策的颁布产生
多维思考，以全新的视野去看待执政问题，在
执法过程中少一些教条主义，多一些理性思
维！”5月 11日，在安阳市人民检察院的一场

“书香检察”读书活动中，该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常凤琳向大家推荐书目，不少人立即记下
书名，将该书纳入自己的必读书目。这是该
院大力开展书香检察活动，建设“学习型检察
院”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安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打造“学习型检察院”为目标，不
断丰富读书内容，搭建活动载体，相继开展了

“阅读经典 提升内涵”读书征文、“和谐检察、
平安安阳”读书演讲赛、“书香检察人生”读
书故事会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在对《细节决定成败》、《责任胜于能力》、《没
有任何借口》等指定书目进行仔细阅读的基
础上，将读书与“文化育检”、“廉政建设”、“文
明创建”相结合，助推检察事业科学发展。

该院将读书与“文化育检”活动相结
合，在全院开展“每个干警读一本好书”活
动，进一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让“文化
育检”活动看到成效。将读书与“廉政建
设”活动相结合，利用集中学习，学习新党
章、《廉洁从政准则》，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兰考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弘
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

和道德情操，围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开展大讨论，对照“三严三实”要求，深入查
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方
面存在的不足，撰写心得体会。同时，开展

“深入学习党章，严明党的纪律”专题民主
生活会，认真查找自身在遵守党的纪律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整改措施，自觉
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作“学党章、
守纪律”的模范。此外，该院还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集中观看《思想溃堤后的堕落人生》
等警示教育片，处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和“四风”问题的典型案例等，让受教育的
党员干部“脸红、心颤、出汗、排毒”，达到拒
腐防变、警钟长鸣的目的。该院还将读书
与“文明创建”相结合，采取文化引领、典型
示范，活动造势，整体推进的办法，上下联
动，突出重点，形成了具有检察业务特点，彰
显文明和谐特色的创建优势，丰富创建的内
涵。该院组织阅读与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有
关的书目，广泛开展撰写心得体会,举办专
题讲座、奉献在岗位演讲比赛、重温入党誓
词、爱心捐款和组织慰问等活动，增强干警
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建意识；组织阅
读与检察队伍素质建设有关书目，扎实开展
岗位练兵活动，认真组织开展法律文书制
作、公诉人辩论、信息化运用、公文写作等业
务技能竞赛活动，多办精品案件、多出精品
工作、多育精品人才，不断提高干警的执法

能力和执法水平；读与物质文化生活建设有
关书目，组织开展“书香伴我行”读书活动，
通过“日学一小时、月读一本书、季度一交
流”等形式，积极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着力培养干警良好的读书兴趣，不断提高检
察人员的综合素质。

“做法律的人，恰恰应该多读书，用文学来
稀释我们的血液，如果我们专门搞研究，会陷
入一种技术和规范化的眼光当中，被自己的专
业所遮蔽，会缺少感性的东西。”全国检察机关
电子数据取证业务标兵樊武勇如是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安阳市人民检察院
因读书而精彩，成绩也因读书而凸显。2014
年，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新一届党组提出的“保
五争三”工作目标顺利完成；在全国检察机关
开展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
活动中荣获全国先进集体称号，是全省唯一
一家获此殊荣的地市级检察院；反贪反渎查
案工作在全省位列第一，取得了历史最佳成
绩；安检技术工作经验、安检侦查监督工作经
验、安检预防工作经验、安检控申工作经验等
一系列创新工作举措向全省乃至全国逐一推
广……

“先进的检察文化对检察人员的思想观
念、道德情操、品行修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也是调动积极性、凝聚主动性、激发创造
性的有效载体，对检察工作科学发展起着很
大的推动作用。”常凤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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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隗义龙：

本院在执行申请人正阳建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隗义龙、正阳
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无
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而被执
行人拒不履行已生效的（2013）正民
重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依法委托驻马店光大资产评估事
务所对隗义龙名下的位于正阳县南二
环城路正花面业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已
作出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评估，上述
房产内的机器设备市场价值为
1020700 元，变现价值 816560 元。
现向你送达驻光大资评报字（2015）
第01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自公告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
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十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正阳县人民法院 2015年5月15日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实习
生 刘强 通讯员 彭丽娟）5 月 5 日
至8日，许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起特大传销案，38 名被告人出
庭受审，涉案传销金额高达上亿
元。

2009年以来，被告人文某、柳
某、袁某等 38 人以“阳光工程”、

“连锁经营”为名，将各自亲戚、朋
友、网友等骗至许昌，再按各自组
织体系程序对其轮番交替“洗脑”，
灌输以所谓的国家扶持、政策允
许、扶贫开发、“两年内即可成为千
万富翁”的假象蛊惑人心，致河南、
安徽、湖南等外地人员加入传销网
络体系，从事传销活动。

公诉机关指控，该传销组织以
纯虚拟的份额作为“产品”，通过广
泛发展人员购买份额，建立起上下
级网络关系，再由其上线人员对所
购份额按比例逐级瓜分。

新人加入该组织，至少要购买
1 份产品，第一份产品的价格为
3800元（含500元的服装费），每人
购买的份额最高不得超过 21 份，
从第2份到第21份，每份产品的价
格为 3300 元，但每份产品都无实
物对应。参与者购买1至2份产品
则可获得实习业务员身份，参与者
及其下线累计购买3至9份产品则
可获得业务组长身份，累计购买
10至64份产品可获得业务主任身
份，累计购买65至599份产品则可
获得业务经理身份，累计购买产品
达 600 份以上则可获得高级经理
身份。该传销组织内部分工明确，
建立了上层设立“体系总裁”、“市
总”、“老总”、“直总”等管理层级，
下层团队设立“大总管”、“申购总
管”、“自律总管”、“自配窗口”、“能
力窗口”、“经晨窗口”、“家庭窗口”
等职能岗位，对组织内部成员实施
有效的实时管理。他们先后在许
昌市、郑州市和安徽省合肥市、芜
湖市及湖南省长沙市等地，通过交
叉管理、共同学习，互相配合，大肆
开展传销活动，严重扰乱了当地的
经济社会秩序。

公诉机关认为，文某等 38 人
以“连锁经营”为名，并以高额回报
为诱饵，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的方
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
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
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
诱、欺骗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
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

由于案情复杂，该案还在进一
步审理中。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夏天到了，又到
了穿裙子的季节，不少体毛重的女士为了穿
着裙子美观往往会选择去脱毛，但是脱体毛
也得找个靠谱的地儿，这不，郑州市的小王
因为一次脱毛意外，导致双胳膊都被烫伤。

小王说，其实自己的体毛并不算重，只是
自己的皮肤特别白，所以体毛看起来就有点
影响美观，为了即将到来的夏季穿裙子更漂
亮，前几天她经人介绍前往郑州市未来路曼
哈顿广场一家美容院去体验脱毛项目。“当时
那个老师说他们是先进的OPT冰点脱毛，保
证四五次给我脱干净，并且不反弹。”

然而，就在第一次进行脱毛时，小王就感
到强烈的不舒服。“特别疼，胳膊发热，有灼烧
感。”小王说，她向操作人员反映了不适感，但
操作人员告诉她说这都是正常反应，让她忍

一会儿。好不容易两条胳膊做了一遍，还没
来得及做第二遍，小王的胳膊就开始发红发
肿，美容院工作人员一看这情况，就给她涂了
点芦荟胶，嘱咐她先回家休息，过几天再来
做。

小王回到家几个小时后，两条胳膊上开
始呈现出明显的、大量的红色灼烧点，乍一看
就像烟头烫伤似的，且疼痛难忍，肘关节等严
重的部位甚至发黑、流脓。小王吓坏了，一边
就医一边给当事美容院打电话，可是美容院
人员给了她一个脱毛机器供应商的电话，让
她自己向机器厂家反映情况，而机器供应商
则在电话里说，他们的机器没问题，肯定是美
容院工作人员使用不当，把档位调得太高，热
量太大，这才导致胳膊被烫伤，“你还得找美
容院解决”。

就这样，多次沟通，小王也没得到个合理
的答复。5月 13日记者看到，虽然经过几天
的恢复，小王胳膊受伤严重的地方已经结痂，
但是一片又一片红色的瘢痕还是显示着当时
烫伤是多么严重。之后，记者找到了小王所
说的那家美容院，发现该美容院就设在一间
普通的居室内，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悬挂营业
执照，工作人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提供
相关营业证件。

因该店涉嫌无照经营，记者便将此情况
反映给了金水区工商分局，目前祭城路工商
所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在此，本报也提醒广
大爱美的女士，做美容项目，一定要到正规、
有资质的美容院，否则一旦出现意外，后悔莫
及。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书香检察读书活动侧记

文化育检 打造“学习型检察院”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侯峰 赵苗苗

到美容院脱毛女子俩胳膊烫伤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对“三
农”问题重视有加，对涉农案件做到快立、快审、
快执行，严厉打击坑农害农行为，同时通过“法律
服务进乡村”等活动不断加大法律宣传力度，维
护辖区农村和谐稳定。图为5月11日，该院工作
人员在农家院里为农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记者马建刚 通讯员张传新陈华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
提升幼儿园小
朋友交通安全
意 识 的 养 成 ，
确 保 安 全 出
行，近日，开封
市公安局午朝
门派出所交管
巡防大队组织
民警走进新街
口幼儿园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
活 动 ，受 到 了
幼儿园师生的
热烈欢迎。图
为民警教孩子
们交通指挥手
势 ，在 寓 教 于
乐中播撒交通
安 全 的 种 子 。
记者 张东 通
讯员 王博 摄
影报道

广拉亲朋窝点洗脑
涉案传销金额上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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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女士注意：不要被无名小店忽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