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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救火挽回损失
春季天干物燥须防火

本报讯（通讯员 刘亚璇）近日，南阳市
宛城区茶庵乡一苗圃着火，民警快速赶到
现场全力救火，最终和消防官兵一起在最
短时间内将大火快速扑灭，为百姓挽回了
损失，把危害降到最低。

2月15日17时53分，南阳市公安局汉
冢派出所高铁警务室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报
警指令称，茶庵路口南 200 米处园林苗圃
着火，火势不断蔓延，刻不容缓，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冲向火场，拿起工具快速扑火，和
随后赶到的消防官兵一起，在不到30分钟
内，将大火快速扑灭，切实保护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春雷行动”显威力
“老赖”主动把钱还

本报讯（通讯员 郭亚海 王崇）“姜法
官，我听说你们在开展‘春雷行动’，正月十
五还要抓人，这是剩余的执行款，你数数，
你们不会再来找我了吧。”“你早点把钱给
人家不就好了。”姜法官说道。2月7日，姜
法官把剩余的执行款交到田某手中，这起
买卖纠纷案件终于顺利执结。

台湾商人苏某向田某购买了价值42.1
万元的玉雕工艺品。经过田某多次催要，
苏某仅支付35.5万元，下欠6.6万元拒不支
付。田某诉至南阳市镇平县法院，法院经
审理依法判决苏某支付田某 6.6 万元及利
息。判决生效后，苏某拒不履行。田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扣押了苏某
所有的、存放在张某家的玉骨灰筒钻心，不
承想，张某竟擅自把扣押的玉骨灰筒钻心
处理掉。随后，法院裁定由第三人张某承
担擅自处理玉骨灰筒钻心的赔偿责任。扣
押了张某所有的六件玉器。经过依法拍
卖，偿还田某2.1万元，下欠4.5万元。在法
院开展的“春雷行动”中本案被列为重点案
件，张某慑于法律的威严，主动到法院履行
了义务，本案顺利执结。

截至目前，在“春雷行动”中，该院共带
回 36 人，拘留 11 人，执行和解 16 案，以拒
执罪向公安机关移送 8 案，执行到位标的
款76万余元。

故意伤人不赔偿
法网恢恢难逃脱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管银
森 张晓宁 邵明）2017年 2月 7日农历正月
十一，当大多数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
中时，唐河县法院的执行干警们则趁着假
期刚过，赶在离乡返城高峰开始前，继续加
大执行力度，抓捕“老赖”。

行动当天一大早，该院的执行人员得
到消息，躲避执行多年的顾某在春节过后
悄悄返回家中，准备稍作停留后继续出门
打工，躲避执行。鉴于此种情况，执行人员
火速奔赴现场，将正在家中吃饭的顾某逮
个正着。

2007 年，被执行人顾某因琐事持刀故
意伤害他人，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被法
院判刑6年，并赔偿两名受害人共计55950
余元。判决生效后，顾某拒不履行赔款事
宜，刑满释放后，顾某及家人更是举家外出
打工，多年不归，下落不明。

执行人员找到顾某后，认真细致地向
他做思想工作，但顾某仍顽固不化，拒绝赔
偿。执行人员只得将其带回法院，并依法
拘留。第二天、第三天，执行人员连续到拘
留所对顾某做思想工作，并告知拒执后
果。最终，摄于法律的严威，顾某安排家人
将赔偿金送至法院,该案圆满执结。

西峡县：“小保险”撑起“大平安”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陆鹏 通讯员 杨凯）

“当初政府宣传免费办理治安保险时，我还
有点不相信。现在丢了这么多东西，保险
公司赔得这么快，我信了，社会治安保险真
是好。”近日，南阳市西峡县双龙镇莎草沟
村村民王某激动地对记者说。

1 月 25 日夜里，王某家中大门被人从
外推开，家中种植的香菇、电动车等被盗，
损失价值 8000 余元。王某随即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客服电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西峡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
公司）查勘员会同公安机关警员迅速到现
场勘查，确认属于保险责任。随后，王某将
理赔所需手续交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迅
速将5000元理赔款交付到王某的手上。

这是西峡县立足县域实际，创新试行
社会治安保险，将市场保障机制引入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领域的一个缩影。

政府埋单
西峡人人有保险

西峡县位于豫、鄂、陕三省交会的豫西

南部，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
总人口45万。

针对县域山区面积大、地形复杂、群
防群治模式陈旧、经费短缺、警力不足、各
类盗窃案件频发等问题，西峡县县委政法
委、县综治办通过大量走访、调研，借鉴商
丘虞城等社会治安保险成功模式，与保险
公司合作，签订了《西峡县社会治安保险
合同》，县政府为保费出资方，县公安局为
投保方；按照人均 1 元的标准，为全县 45
万居民统一购买“家庭财产保险”，保险公
司为承保方。合同约定，每年保费 45 万
元全部由政府买单，在合同期内，如居民
因遭受盗窃、抢劫、火灾、自然灾害导致的
家庭财产损失，包括房屋、牲畜、农机具、
电动车等，参保家庭累计可得到最高限额
1 万元的保险补偿。发生保险事故后，保
户持公安部门证明、村委会证明、被盗物
品的发票或凭证、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
复印件等办理索赔手续，经保险公司和公
安部门联合认定后，一个月内不能破案和
追回财物，由保险公司在 7 个工作日内向
保户理赔到位。目前，西峡县治安保险已
实现了全覆盖。

借力保险
群众满意度大提升

参保居民在获得保障的同时，也被引
导参与治安防范。该县利用社会治安保险
与原“治安双保”等有机结合，培训集安全
防范巡逻员、重点人口协管员、法制教育宣
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会动态信息员

“五员”于一身的各级保安巡逻人员，成为
公安机关和基层组织的“千里眼”“顺风
耳”，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案件的发生。与
此同时，该县引进以“智能防盗器”为代表
的智慧西峡物联网建设项目，推进有条件
的小区、楼院与县乡视频监控联网，最大程
度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实现群众难事有
人管，事事有落实。

“我们在传统治安管理之外，积极尝
试为居民提供一种损失保障机制。通过
保险理赔，让群众牢固树立社会治安社
会治的理念,人人心里建本治安账，让我
们的广大群众都能乐享平安西峡的最大
红利。”西峡县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
记杨松林如是说。

近日，南召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成功破获“净水器”系列诈骗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图为
南召警方退赃大会现场。 通讯员艾旭摄影报道

夫妻因家事闹矛盾
民警耐心开导促和解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平）1月23日上
午 10 时许，镇平县公安局马庄派出所接
110 指挥中心指令，辖区一女子报警称，
其丈夫石某因家庭经济问题和她发生纠
纷，并扬言，自己过不成，妻子和孩子也
别想好过。接到指令后，该所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子正在地上嚎啕
大哭，并未发现其丈夫石某的身影。民
警一边安抚女子的情绪，一边打听其丈
夫的去向，随后民警找到了石某。石某
情绪十分激动，他扬言，自己不过了，全
家也别想过了。

经民警了解后，石某和妻子生气是
为家庭经济纠纷闹矛盾，丈夫认为自己
是上门女婿受欺负，便产生报复不过的
念头。后经民警及邻居耐心说服和法律
的宣传威慑下，石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
错误，并向妻子道了歉，并表示以后不在
和妻子生气了，好好过日子。

依托“一村一警”机制
扎实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丁晓东）为确保“基
石行动”扎实开展，南阳市公安局谢庄派
出所立足辖区实际，固化村警入户走访
工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社会
治安稳定。

强化入户宣传，开展防范教育。该
所各大队印制宣传彩页，制作宣传横幅
和宣传板报，有针对性地组织社区民警
进村入户宣传。

强化人员管控，落实帮教共建。该
所将重大刑事犯罪人员、肇事、肇祸精神
病人、前科人员作为管控重点，安排社区
民警每周见面走访，从思想动态、行为举
止、生产生活、交友处事等方面全面掌握
情况，理清人员底数，及时跟进针对性帮
扶管理，提高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治安隐患大检查。该所以案件多发
区域、治安复杂部位、出租房屋、中小学、
幼儿园为重点，采取巡逻守候、治安检查
等形式，适时开展拉网清查行动，全面排
查各类治安、安全隐患。

帮扶弱势群体。该所将关爱弱势群
体作为“民生警务”的重点，组织社区民
警对辖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
困难群众进行全面走访，了解掌握他们
的生活难题，积极协调村委、区政府等有
关部门帮助解决他们日常生活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袁永强）新年新气
象，严抓正作风。当前，南阳市宛城区持
续深化“一改双优”活动，以强化履职尽
责改进作风为切入点，以多举措优化生
态环境为重点，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生态
文明建设。

持续推进生态创建。全区 161 个行
政村已全部创建成市级生态村，8个乡镇
省级生态乡镇规划已编制通过评审，红
泥湾镇及溧河乡生态乡镇规划已报区政
府组织实施。加大土壤污染调查力度，
对高庙乡万亩粮食主产区、红泥湾镇清
风岭移民村的蔬菜基地、黄台岗镇的树
莓种植园及瓦店镇的豫花园等周边的土
壤进行了现场取样，所有样品 7 项重金
属及 1 项 PH 值指标均未超标。已搬迁
取缔 37家禁养区内畜禽养殖企业，红泥
湾镇11辆垃圾清运车及300个钢制垃圾
箱全部购置到位并投入运行。

实施“五水共治”工程。该区加大城
镇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红泥湾镇率
先投资 402 万元、日处理 1300t/d 的污水

处理厂项目现运行良好，投资 150 万元
的黄台岗镇污水处理厂、300万元的高庙
乡小黄河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已建成并
运行。在河流环境整治中，清理废品垃
圾 20 余车，建筑垃圾 10 余吨；关停取缔
违法排污企业 4 家，拆除沿河养殖户 62
户，清运垃圾 10余吨。封堵企业排污口
和生活排污口各 2个。通过对辖区河岸
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改善了河流面貌，美
化了两河周边环境。

强力推进白河清河行动。2016年以
来，该区先后三次开展以整治“四乱”为
主要内容的白河清河行动，共出动大型
吊车 15 台、大型铲车 20 余台,挖掘机 25
台，执法车辆 20 余台，执法人员 200 余
名，强制38台采沙机具上岸，对5台违规
采沙机具进行破环性切割，平复弃料
2000 余方、堆体 5000 余方，对 11 条下河
道路进行封堵，非法采沙行为得到有效
遏制。另外，该区加强对白河城区水域
违规捕鱼情况的督查，对工作不力的 1
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组织处理两人。

南阳市宛城区：

多措并举优化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