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3 月 7 日，我局在郑州市
郑东新区祭城盛和街郑河小区8号楼
1楼国通快递查获的烟草专卖品，现我局
已依法对该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15
号豫烟大厦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北城区
直属分局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
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公 告

牌号规格 数量

中华（硬） 55条
共计：壹个（品种）总计：伍拾伍条整（数量）

特此公告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17年3月9日

基层动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获嘉县法院
受到上级法院通报表扬
本报讯 新乡市获嘉县法院涉

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活动受到新乡
市中院的通报表扬。自 2016年 12
月全市法院部署开展涉民生案件
集中执行活动以来，获嘉县法院采
取“零点行动”“拂晓出击”、打击拒
执犯罪、联合信用惩戒等一系列执
行措施，依法执结相关案件310件、
标的 976.46万元，执结案数量居全
市首位。 （明 星）

遂平公安
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为提高师生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近日，遂平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民警走进遂平实验中学，
在校园内悬挂宣传条幅，摆放宣传
展板，播放教育片《致青春》，向师
生发放禁毒宣传手册，讲解禁毒知
识，把禁毒“流动课堂”送进校园。

活动现场，民警用生动的语言
讲解禁毒知识，还结合辖区青少年
违法犯罪特点及校园周边地区安
全状况，向师生们传授如何抵制不
良诱惑、进行自我保护和应急自救
等常识，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识毒、
防毒、拒毒意识，呼吁青少年向毒
品宣战，自觉参与到新一轮的禁毒
人民战争中来，筑牢校园“防毒
墙”。活动中，民警发放宣传手册、
宣传彩页数百份，学校师生纷纷在
宣传展板前和视频播放屏幕前观
看，起到了应有的宣传效果。

（李志杰）

本报讯 近日，博爱县国税局组织召开 3月份绩
效讲评会，就5.0版绩效体系、绩效管理工作的运转、
重点工作任务等情况开展讲评分析，同时对该局下
一阶段绩效管理工作进行布置，提出目标和要求。

会上，各科室负责人就承接焦作市国税局考核
指标情况、个性指标、共性指标、考评分局的指标设
置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点明了绩效考核中的重
点、难点工作。针对综合性指标，该局对相关配合科
室提出了工作要求。该局主要负责人强调，各科室
务必认真组织学习，吃透今年绩效考核思路、理念、
指标、计分方式、加减分等方面的改变情况，按照相
应的规则，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要把做好绩效日常
工作作为落脚点，注重工作过程的监控，将绩效管理
作为税收工作的抓手，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确保
各项绩效管理任务落实到位。 （郭菲菲）

博爱县国税局
开展讲评提升绩效

本报讯 2014 年以来，鹤壁市
鹤山区检察院坚持对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理念，探索构建未成
年人犯罪预防“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取得
明显成效。

一是坚持常态化送法进校园
机制。该院创新完善学生法制教
育长效机制，通过选派法制副校
长、开设法制课堂、开展一对一帮
教等方式，普及法律常识，加强警
示教育。该院干警深入辖区 21 所
中小学校，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30
余次，为 1万余名师生和家长上法
制课，对16名有不良行为习惯的学
生进行结对帮扶，教育引导学生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
防范侵害的能力。

二是建立“三卡一信”校园预
防模式。该院制作法律明白卡，
对与未成年人联系紧密的法律条
文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制作警
示教育卡，引导未成年人远离吸
烟、喝酒、赌博、早恋等不良行为；
制作心理疏导卡，以知心朋友的
身份对中小学生常见的一些心理
问题进行疏导。目前，该院已发
放“三卡一信”700 余份，深受师生
和家长好评。

三是开展“套餐式”法律服务
活动。为满足不同学校的法制教
育需求，增强法制宣传的趣味性、
互动性，该院针对全区21所学校的
实际情况按需送法，科学化地“选
材”“配餐”，通过青少年常见犯罪
类型解析、法律热点问题宣讲、情
景剧表演、模拟法庭辩论赛等体验
式普法，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引
导学生远离犯罪，确保宣传实效。

（梁现吉池青翠）

送法进校园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近日，武陟县国税局、地税局联合举办
了第二十二期税法大讲堂，对辖区内使用税
控设备的2080户纳税人就增值税发票管理
系统操作、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实名办税、网
厅业务办理等应知应会的涉税知识进行集
中培训，对实际操作中的热难点问题进行现
场解答，得到了纳税人的充分肯定。

张国庆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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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勇）3月8日凌晨，郑州
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交管巡防大队接到群众
报警，称发现一名走失的老人。民警快速出
警，辗转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人。

3 月 8 日 3 时 27 分，郑州市公安局航空
港分局交管巡防大队夜班巡逻 1 号民警王
国勤、协警赵强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派警
情。报案人祝书银称，在郑州航空港区滨江
办事处寺下李村遇到一老人，老人 80岁，找

不到回家的路，语言不太清晰，精神有点
恍惚。王国勤和赵强迅速赶到现场。

王国勤见老人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便把他带到开着暖风的警车里取暖。民警
反复询问，老人口齿不清地称他叫刘宝全
(音)，家住新密市曲梁镇。随后，民警便带老
人到派出所进一步查询。民警经多次查询，
查到老人名为牛保全，是新密市曲梁镇下牛
村人。但是，老人的户口信息中，家庭成员

未留有电话号码。王国勤辗转联系上新密
市公安局曲梁派出所民警后才得知，牛保全
于 3 天前在新密走失，其家人已在当地报
案。

凌晨4时45分，王国勤终于与牛保全的
家人取得联系。牛保全的家人于 6 时左右
赶到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分局交管巡防大
队。看着老人和家人远去的背影，民警终于
松了一口气。 （线索提供 李延更）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庆
伟）3月5日下午5时30分，漯河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秩序示范大队淞江路中队机动小组
辅警潘志华在街头被一名中年男子当街拦
下。该男子说：“俺家闺女找不到了，请赶快
帮帮我吧。”潘志华立即将巡逻摩托车停到
马路边，安抚该男子，引导他准确表述事情
经过。

该男子称他叫娄某，其十来岁的女儿从
来没有单独上过学，也没有去过更远的地
方。3月 5日下午 3时 30分，其女儿乘坐许

昌市襄城县开往漯河的客车到学校。因家
里有事走不开，娄某就没有送女儿上学。他
在家里一直关注着女儿戴的定位手表反馈
的信息。

信息显示，女儿已经到学校门口了，可
突然又朝别的地方去，然后定位就消失了。
娄某夫妇马上给女儿打电话，一开始能打通
但没人接，后来就打不通了。

娄某夫妇先拨打 110报警，再打算赶赴
女儿的学校附近派出所调取监控，途中遇到
了潘志华，就急忙求助。

潘志华留了娄某的电话号码，让他在学
校附近寻找，又用对讲机将娄某女儿的情况
通知给各岗点执勤人员，发动他们驾驶摩托
车展开“地毯式”寻找。经过 40分钟不停歇
的找寻，民警在泰山路口一家文具店内发现
了娄某的女儿。

原来，娄某的女儿当时并没有立即进
校，而是和一名同学一起去找另一名同学。
之后，三人一起逛街，娄某女儿的定位手表
恰好没电了，手机调为振动后放在口袋里也
没听见，后来就自动关机了。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通
讯员 王发明 范伟）2 月 28 日，
中牟县公安局民警发挥视频巡
逻、探头站岗的优势，多警联
合，在中牟县老城区一学校门
口抓获正在行窃的一名犯罪嫌
疑人。

2 月 28 日凌晨 2 时 05 分，
中牟县公安局视频巡查一中队
监控员万里在工作中发现，在
中牟县老城区一学校门口，一
名手提塑料袋的男子不时窥视
路边停放的车辆，形迹可疑。
万里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巡逻民
警赶往现场周边待命。2时 13
分，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走到
一辆面包车旁边试探一番后拉
开了车门，进入车内翻找财
物。看到这一情况后，万里下
达抓捕指令，巡逻民警将该男
子当场抓获。

经讯问，嫌疑人宋某系中
牟县三官庙人，对盗窃车内财
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宋某已被移交至中
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案件
在进一步办理中。

辗转几个小时 帮助老人回家

路遇男子求助 为其找到女儿

凌晨查监控
联手抓现行

◀襄 城 县 法
院为延伸诉讼服
务领域，于今年 1
月 23 日建立了我
省 首 家 环 卫 法
庭。图为近日，襄
城县法院环卫法
庭的法官樊高峰
为当地的环卫工
人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崔佳 刘小
平摄影报道

▶近日，灵
宝市司法局抽调
法律援助志愿
者、公证员、人民
调解员、律师等
法律服务人员，
成 立 普 法 小分
队，利用赶庙会人
员比较集中的有
利时机，为他们宣
传讲解土地、环
保、婚姻家庭等方
面的法律知识。

记者 宁晓
波 通讯员 张建
刚 建艳灵 摄影
报道

急难时刻，他们出手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