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豫检故事

他，个头不高，清秀白净的脸庞上常带着微
笑，温和的双眼透着一股机智深邃，一袭藏青色
的制服遮掩不住他身上温文尔雅、举止稳重的
书卷气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80后”检察
官，在从事检察工作的短短13年间却屡破大案、
要案，严厉打击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他，就
是义马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杜晓河。

公堂上的公诉人
作为国家公诉人，看起来斯文得甚至有些

文弱的他，在法庭上目光犀利，义正词严，在刚
就任公诉科科长的两年间就成功办理了王某
贪污案等一批有影响的公诉案件。

王某在2000年至2007年担任濮阳市某局
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追加预算资
金的方式套取财政资金，为其丈夫丁某购买豪
车，在三亚购买房产等。在庭审前杜晓河仔细
阅卷，对案件的犯罪事实及证据材料作了充分
准备，但庭审中却还是发生了突然情况。被告
人突然翻供，其律师又申请了新的证人出庭作
证。该证人不仅在侦查、起诉阶段从未涉及，
而且还当庭举证被告人的贪污款项全部用于
其单位开发项目。辩护律师也据此竭力为被
告人作改变定性的辩护。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杜晓河凭着对案
件事实的准确掌握及丰富的出庭经验，很快便
找出了抗辩新证言的突破口，进而对证人步步
紧逼，环环相扣地发问，迫使其漏洞百出，不能
自圆其说。接着，他又以确凿的证据对辩护律
师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充分肯定了自己的公诉
意见。最终，被告人不得不低头认罪。

反贪要以智取胜
“再狡猾的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总要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抓住
每一个细节，案件就一定会突破！”这是杜晓河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10 年 9 月份，有群众举报：义煤集团某
矿武装部部长焦某在征兵过程中涉嫌受贿，但
由于举报人在耿村煤矿大肆宣扬要告倒焦某，
从而使焦某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经过一天
的讯问，案件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如果不能在
规定时间内突破，案件就要面临流产。坐在监
控室中的他陷入了沉思，这时焦某提出要剪一
下指甲，当把焦某的钥匙给他后，他却趁办案
干警不注意迅速将一把小钥匙卸下，握在手
中。然而，焦某自以为是的举动却被监控器前
的杜晓河尽收眼底。

一把普通的钥匙何以在这个时候鬼鬼祟
祟取下藏匿，其中必有文章。杜晓河立即下指
令让办案人员对焦某进行讯问。最终焦某交
代了自己在负责征兵过程中受贿 9万余元的
犯罪事实，而这把钥匙就是藏匿赃款的抽屉钥
匙。

拒礼时的原则
“不替任何人说情，不向任何人许诺，不收

任何人礼物。”杜晓河给自己约法三章。
2014 年，在办理林某等 4 人抢劫一案中，

看到杜晓河态度坚决，4名被告人的父母试图
走“夫人路线”来打动杜晓河。他们托人通过
彼此认识的朋友李某找到杜晓河的家。起初，
杜晓河的妻子还客气地听完朋友的介绍，可当
李某提出要请杜晓河帮忙打点时，她的脸色当
场就变了。李某见状，忙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
备好的红包。谁料，杜晓河的妻子直接把门打
开下了逐客令。第二天，李某又来到杜晓河的
办公室，还没有开口，杜晓河就说：“如果你朋
友是清白的，根本没有必要送钱。如果你朋友
真的违法了，你更不能错上加错，你这样做不
但救不了他，还会把你自己搭进去。”

“道德的天平不能倾斜，执法的天平更不
能倾斜，只要我们始终坚守立检为公、执法为
民的职业操守，一定会赢得当事人的理解和支
持，换取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面对来自方方面
面的压力，面对金钱和物质上的诱惑，杜晓河
显得十分坦然和淡泊。

（上接01版）各级法院要建立健
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与行政
机关、行业性调解组织等单位的沟通
协调，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引导人民
群众更多选择非诉讼渠道解决矛盾
纠纷。要发挥好人民陪审员作用，提
升人民陪审员的参审率，扩大人民陪
审员的参审范围，调动人民陪审员参
审的积极性。要积极争取支持增加
辅助人员，通过购买服务、劳务派遣
等方式，为法院补充法官助理、书记

员、送达员等辅助人员。
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田立文主持会议并传达全国法院推
进执法办案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树茂传达全国法
院联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通
报 2015 年全省法院联络工作情况，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宋海萍宣读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省
法院联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李明 刘婧）近日，省法学会专职副会
长兼秘书长黄建中一行到许昌市调
研专项工作试点开展情况，许昌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
长郑传德主持座谈会，各县（市、区）
法学会负责人，市直政法各部门及各
专业研究会负责人参加会议。

许昌市法学会秘书长周广兵首
先汇报了许昌市法学会试点工作开
展情况，许昌市法学会和许昌县法
学 会 分 别 承 担“ 开 展 法 律 服 务 ”和

“参与政法综治工作”两项试点工作
任务。市法学会还围绕全市政法工

作大局，积极参与疑难案件评查化
解、组织开展涉法涉诉案件调研、参
与司法救助工作等，发挥第三方优
势，破解难题，服务政法工作。

黄建中就进一步做好法学会工
作指出，法学会是联系法学工作者、
法律工作者的群团组织，要多搭平
台、整合资源，法学会工作中对于有
利于党委、政府等中心工作的，都可
以广搭平台给予配合；要围绕党委政
府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可以通过转移
政府职能，积极参与立法等方面开展
工作；要多多借鉴外地经验，提升自
身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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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鲁山县有近100万人口，是平顶山市
人口最多的一个县，户政工作业务量庞
大。今天，鲁山县公安局户政科指导员牛
艳到派出所督导工作。路上，牛艳向我介
绍了鲁山县的基本情况。

“大爷，对民警办证工作满意吗？”一
位花甲老人拿着户口本走出马楼派出所
户籍室，牛艳上前问道。

“不错，小姑娘比较有耐心，但没想到
人会这么多。”老人说，在等待间隙，有人
说前两天户籍室抓到一个逃犯，“说明（工
作）还是挺细心的”。

狭小的户籍室内，挤满了办事的群
众，孩子的哭闹声，群众的聊天声夹杂在
一起稍显吵闹，但大家都在有序地按号排
队等待。

办理区，户籍民警王文峰忙得不可
开交。

“马楼乡有近10万人口，现在还是办
证淡季，春节前后，这里会更忙。”牛艳介
绍说。

为了不耽误王文峰工作，我们到所长
王耀振的办公室等待。

快12点时，我再次来到户籍室，仍有
四五名群众在办理手续。

“算了，等下一锅吧！”这时，派出所的
厨师正好来叫王文峰吃饭，他推开门，看

到王文峰正忙着，习惯性地说道。
我了解到，马楼户籍室加上辅警共4

人，他们经常会忙过饭点，基本上是所里
吃饭最晚的。

“一上午，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
有。”忙了一上午的王文峰说，早上7点多
上班时，已经有十多名群众在等待了，来
得晚的群众都领过号，下午再过来办理。

“听说你前两天刚抓获一名上网逃
犯，具体啥情况？”我问道。

王文峰说，一个星期前，一名40多岁
的男子到户籍室补办身份证，“看到户口
本上的名字，脑子里就意识到，这是辖区
内的一名网上逃犯”。

为了稳住男子，王文峰佯装让辅警为
男子照相，然后向所长汇报，最终将逃犯
抓获。王文峰把辖区的网上在逃人员列
在一张表上，名字和相貌都铭记在心。

王文峰说，因为业务量大，工作时
间没有闲着的时候，如果遇到复杂业
务，需要去现场调查取证，只能双休日
抽时间办理。

“户籍民警不但要做好正常的业务
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给孤寡老人、残疾
人等提供上门服务，节假日需要开展预
约服务，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今年是
户口清理整顿活动最后一年，发现并纠

正错、重、假户口，工作很繁重，背后都
是户籍民警的辛勤劳动。”鲁山县公安
局户政科科长董跃杰说。

城关派出所民警走访时，发现一名
90多岁的老人没有户口，上门为老人补
办了户口。

董周派出所户籍民警协调免去亲
子鉴定费用，为贫困户孙老海家3个孩
子办理户口，解决了孩子上学问题，并
对孙老海一家进行捐款帮扶。

……
近年来，公安部和省厅陆续推出了

多项便民惠民措施，鲁山县公安局户政
科都统一制作牌匾，悬挂在户籍室内，
让群众监督户籍民警。去年，我省公安
系统推出了“互联网+服务”，户政工作
可以网上预约，鲁山县公安局大力推
广，极大地方便了辖区群众。户政业务
办理越来越方便，民警的服务越来越周
到，警民关系越来越和谐。

“现在办理低保、医保、养老金等，
都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对于户籍民警
来说，每个户口本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董跃杰说。

沉甸甸的户口本

本期美编 首席编辑 李茹 编辑 曹松柯

铁骨柔情铸检魂
——记义马市检察院

反贪局局长杜晓河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杜恩 董静 闫阳

本报宁夏讯（记者 王海锋 李
杰 穆黎明）8 月 15 日，全国 21 家
省级法制（治）报社社长、总编辑
及优秀记者们相聚塞上江南宁夏
银川，参加全国省级法制（治）报
驻地记者工作交流会暨平安宁夏
采访周活动。

活动启动仪式上，宁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庆华、自
治区党委政法委副巡视员王敬元
向采访团授旗。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沙
新代表宁夏日报报业集团致欢迎
词。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副秘
书长，法制报刊出版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广西法治日报社社
长、总编辑李俊峰向本次活动发
来贺词。

随着全国省级法制（治）报优
秀记者平安宁夏采访周活动启
动，54名来自全国 21家省级法制
（治）报社的社长、总编辑和优秀
记者及宁夏自治区政法单位的宣
传骨干，将在一周时间里赴银川
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最
基层的政法单位、县区乡村进行
采访。

平安宁夏
采访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我省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进行到第六周，和第五周相
比，全省18个省辖市的PM10出现了微上
升，平均浓度上升了 5.6%，不过除安阳
外，其他 17个省辖市的浓度都低于国家
二级标准年均值。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相关人士介绍说，
上周与攻坚战第五周（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相比，18个省辖市的PM10平均浓度升
高 3微克，上升 5.6%。除了安阳的 PM10

平均浓度高于国家二级标准年均值（70微
克/立方米）外，其他17市均低于国家二级
标准年均限值。省直管县（市）方面，PM10
平均浓度降低5微克，下降9.3%。除了新
蔡县高于国家二级标准年均限值外，其他
均低于国家二级标准年均限值。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
室同时下发了全省工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工作进展情况通报。截至 8月 7日，全省
3454台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拆除或

清洁能源改造，已完成71.4%，但进展较为
滞后的8个市县有固始、新蔡、濮阳、三门
峡、邓州、鹿邑、驻马店、信阳。

全省 132 台地方燃煤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任务，已完成 31 台，完成率 23.5%。
全省 99台水泥粉磨站无组织废气治理，
已完成74台，完成率74.7%。全省1430台
工业炉窑提标治理，已完成 685家，完成
率 47.9%。全省 347 台砖瓦炉窑提标治
理，已完成145家，完成率41.8%。

围绕中心工作广搭平台配合
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建中到许昌调研时要求

18个省辖市中，安阳PM10浓度最高

全省燃煤锅炉拆改完成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