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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机关党委书记阎兴振代表院党组讲话
指出，演讲比赛是学习的课堂，要以演
讲中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公正
司法、
维护正义的优秀品质。
演讲比赛是交流的桥梁，两学一做
关键在“做”，检察干警不仅要交流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体会，还要交流
如何将“两学一做”落实在行动中，体现
在工作上。

创新，重实战

声音》
》

赛
演讲，重在做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
飞 王富晓 通讯员 刘立新 张海燕 金
铭）9 月 28 日，全省检察机关“讲政治守
规矩争优秀”演讲比赛在省检察院举
行。省检察院领导贺恒扬、李自民、王
广军、阎兴振分别为获奖选手颁奖。
为检验“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成果，
推动学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教育引导
全省检察机关党员干部自觉按照党员
标准规范言行，省检察院在全省检察机
关举行以“讲政治、守规矩、争优秀”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经过层层选拔，10 名
检察干警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参赛选手紧紧围绕“两学一做”主
题，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用身边的人和
事，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对“讲政治、有信
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
奉献、有作为”
的理解和认识。

本报讯（记者 井春冉 实习生 王怡
萌）近日，省公安厅举行全省公安机关
“我与公安改革·微创新”大赛决赛，全
省报送微创新项目 458 个，重点推荐项
目 146 个，经过层层选拔、激烈角逐，最
终 20 项成果被报送公安部参赛。
今年 3 月以来，省公安厅围绕全面
深化公安改革、大力推进“四项建设”中
心任务，在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
“我与公安改革·微创新”大赛，充分尊
重并鼓励基层首创精神，积极挖掘基层
“微创新”潜力，推出了一大批小发明、
小革新以及新手段、新战法，促进了警
务效能大提升。
“微警务”、
“微创新”是本次大赛的
热点，全省基层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
警踊跃参与，立足“打、防、管、控、处、
服”等日常警务和实战需求，围绕日常
警务装备、技术、软件和技战法、工作
法，
推出了 458 项小革新、小发明。

举例》
》
鹤壁市公安局研发的移动战警
（迷你）智能隐形战车能够对高速运动
车辆号牌进行捕捉和识别，准确率高
达 90%以上。
新乡市公安局研发的警信互递系统
通过向报警人第一时间发送处警民警姓
名、车牌号、手机号码、预计到达时间等
信息，
便于群众及时了解出警情况。

喜迎省十次党代会 之 讲述法治河南好故事
弘扬河南政法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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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检故事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安琪 张凤丽
近年来，扶沟县检察院创新未成年人保护形
式，从全院选拔富有爱心耐心，具有犯罪学、心理
学、教育学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 10 名
女检察官组成一支“特别护未队”，以“结对帮
扶”、
“ 爱心家访”等形式，重点开展“四关爱”活
动，
收到了较好效果。

女检察官“特别护未队”
——倾心呵护孩子成长
开设女生课堂，关爱在校女生
针对在校女生生理心理特点，结合未成年女生遭
受性侵害案例，女检察官“特别护未队”开设女生巡回
课堂，教育在校女生正确识别、防范性骚扰和性侵害，
加强自我保护。
扶沟县检察院校园普法一改过去的说教式普法
方式，实行按需求“订单”讲课的“私人定制”模式，根
据学校或学生提出的特殊要求，对症下药，进行“生
命、生存、生活”普法励志教育，提高了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三八妇女节前夕，
“特
别护未队”受扶沟县二高邀请，就女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易出现早恋网恋，面对性侵害如何保护自己，如何
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等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取
得很好的效果。目前该院已举办女生课堂 20 场次，
3500 余名女生、600 余名家长受到了教育。

关爱留守儿童，情暖孤独孩子
□柘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 吉洪庆/讲述 记者 井春冉/整理

做好小事 群众就很感激
我今年 49 岁，现在是柘城县公
安局城关派出所西城名郡警务室社
区民警。2001 年，我从部队转业，做
了一名社区民警，算起来，今年已经
是第十五个年头了。
从部队到社区民警，变换的只是
工作角色，不变的是为民的朴实情
怀。一天，
辖区一位张姓老人给我打
电话，
说他家的水表被邻居彭某用砖
垒上了，
听起来非常生气。我赶紧跑
到现场去看，原来，张家的水表设在

了彭家的出路上，
而彭家正在进料建
房，
便用砖把张家的水表填上了。彭
家老汉见我来后有些抵触，
我就笑笑
说：
“没人报警，
是我今天到咱这里走
访，
看到你家在建房，
路上垒着砖，
不
对劲，这才过来问问。”一听这话，彭
老汉的气消了一大半，便拉起家常，
但还是不想挪砖。
没办法，我又给双方老人的儿
子打电话做工作，最后商定由彭家
的儿子负责找人将张家的水表下沉

盖上厚盖板，与路面持平。趁热打
铁，我把两位老人叫到一起，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最后，两位老人握手
言和。此时，已是下午一点半，奇怪
的是，
当时我也不觉得饿。
我做过不少小事，但不管什么
时候，这些小事一提起来，群众都很
感激，我也很感动。都说是我把治
安复杂区域打造成了示范样板，其
实，这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群众的大
力支持和帮扶。

针对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生活缺助、心理缺疏、安
全缺护的“四缺现象”，扶沟县检察院开展心连心结对
子关爱活动。办案中检察官们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没
有父母护佑，身心严重缺乏安全感。
“ 特别护未队”的
女检察官立即倡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开展结对子关
爱活动。她们相继与扶沟县包屯镇 12 所小学的 262
名留守儿童建立起帮扶关系，通过电话连线谈心、邮
寄学习资料和学习用品、节假日邀请到家中做客等方
式，搭建了与留守儿童沟通的亲情桥梁。
针对留守儿童缺失家庭教育，
“ 特别护未队”还积
极开展上门家访活动。她们每到一处，将孩子们召集
到一起，通过讲励志故事引导他们进行思考；通过做
趣味游戏，让他们懂得团结协作。她们还通过“走出
去”和“请进来”的方式，组织留守儿童到敬老院献爱
心，弘扬勤劳节俭、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
带领留守儿童参观检察院的荣誉室等，勉励他们要树
立远大志向，好好学习，长大更好地回报社会。

共同捐资助学，关爱特困学生

强化县级党委政府责任 夯实政法综治基层基础
（上接 01 版）政府服务管理、社会治安
防控、
矛盾纠纷化解与群众自治有效衔
接、
互为支撑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围
绕低成本、
高效率、
可持续的要求，
整合
基层各类政法综治资源，
理顺各部门之
间的关系，建立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
实现 1+1>2 的整体效能。要充分发挥
乡镇综治中心矛盾化解、治安防控、便

民服务三项职能作用，推进三调联动、
诉调对接、访调衔接，推动落实两个责
任、完善信访工作机制，研究技防发展
到一定程度人防物防技防优化组合的
措施，完善视频监控的联网运行、实战
应用、
分级指挥、
应急处置、
维护管理机
制，推动便民服务衔接联动，实现小事
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难事不出县、
矛盾

不上交、
人员不上行。
吴天君要求，
各地要认真学习乡镇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试点地方的经验，
不等不靠、
主动作为，
结合实际、
抓紧推
开，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县级综治中心建
设措施。要积极推广可复制的好做法。
对于重点难点问题，
省委政法委、
省综治
办要进行专题调研，
研究对策措施。

凝聚执行合力 彰显司法威严
（上接 01 版）辖区所有执行案件由中
院统一登记分配、统一执行标准、统一
调配力量、统一下达执行命令，有效整
合资源、凝聚合力，形成全省法院执行
工作“一盘棋”
格局。
全省法院按照最大限度保护申请
执行人权益的原则，除婚姻家庭、赡
养、抚养、继承及小标的案件由原审法
院 执 行 外 ，其 余 案 件 都 实 行 异 地 执
行。截至目前，全省法院已采取异地
管辖执行案件 6000 余件，执结 1200 余
件，
平均执行周期 45 天。
全省法院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清理旧存执行案款的部署，对
规定范围内的执行案款逐一列出账
本期美编 首席编辑 李茹 编辑 曹松柯

目清单，从严组织清理，对清理工作
滞后的法院主要领导及直接责任人
严肃问责，53 人被责令作出检查，13
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2 人被免去执
行局长职务。截至目前，全省法院旧
存执行案款共 15.43 亿元已全部清理
完毕。
省法院在河南法制报、大河网推
出《院长话执行》、
《执行干警斗“老
赖”
》、
《见证执行》等栏目；邀请记者全
程跟拍一线执行，网络直播现场执行
42 期。这些都为法院执行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环境。
张立勇说，从 9 月 1 日开始，全省
三级法院集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百

日执行风暴”专项活动。广大执行干
警夜以继日，不畏艰辛，灵活运用“子
夜行动”、
“凌晨出击”、
“中秋雷霆”等
执行手段，加大拘传、拘留、罚款适用
力度，共对 218 案罚款 839 万余元，对
939 案 967 人采取拘留措施，向公安机
关移送 468 案 493 人，执结各类案件
4357 件 4.2 亿元。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20.4 万例，审结拒执罪
公诉、自诉案件 303 件，270 人被判处
刑罚，2.7 万名“老赖”迫于压力主动履
行了义务，在全社会营造了重拳出击
治“老赖”的凌厉声势，有力地彰显了
司法威严。

为了帮助生活贫困但上进好学的特困学生得到
应有的教育，扶沟县检察院与教育部门沟通协调，选
出 学 习 成 绩 较 好 的 特 困 生 15 名 ，开 展 捐 资 助 学 活
动。资助过程中，她们注重励志教育，强化心理关怀，
在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实现健康成长。
“ 特别
护未队”资助的扶沟县城郊一中的李同汉、罗锦琼、王
兵艳等 3 名学生都以优异成绩被县高中录取，学校领
导、学生家长一起到检察院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实施心理疏导，关爱特殊学生
为了帮助部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排解心理问题、
走出心理阴影，
“特别护未队”成员利用业余时间研修
心理学，成立了“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以此为平台向
全县 31 所中小学校公开联系电话，建立微信和 QQ
群，主动加强与在校未成年人联系，倾听心声，解答诉
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未成年人走
出心理阴影，在阳光下自信成长。
该 中 心 成 立 5 个 月 以 来 ，已 对 18 名 涉 罪 未 成 年
人、6 名涉嫌职务犯罪人员、10 名涉案的被害人、12 名
沉迷网络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对 20 余名存在考前
焦躁、抑郁、失眠等问题的考生进行分类，采取个体和
团体心理辅导，对 8 名青少年的家长、老师宣传心理学
知识，提供心理咨询。
通过创新机制，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预防关爱
保护，扶沟县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通过落实“帮教＋跟踪”的定向帮扶制度，21
名涉罪未成年人无一人再犯罪；通过对 20 余名问题未
成年人实施心理疏导救助，使他们走出了阴影，开始
了自己的阳光生活；资助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 100 多
人 2 万余元，赠送价值 5000 多元的衣物、书籍和日常
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