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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卢氏

卢氏县公安局
侦破一起非法经营烟叶案

本报讯（通讯员 孟永新 郑敏）近
日，卢氏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跨省非
法经营烟叶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
这是继 2016 年破获郭某等人非法经营
烟叶案后，卢氏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侦破
的又一起跨省大案，该案涉案价值 1000
余万元，横跨豫、冀、辽、浙等多地。

2016年12月13日，卢氏县公安局经
侦大队在卢氏县烟草专卖局稽查大队的
配合下，在卢氏县三淅高速收费站，查获
一辆可疑的红色大货车，现场共查获烟
叶1.2万余斤，价值6000余元。

经查，2014 年后半年以来，辽宁省
沈阳市的林某等人，经人介绍认识了灵
宝市的胡某，随后，其让胡某在灵宝市、
卢氏县等地收购烟叶。胡某根据林某等
人的安排，相继在灵宝市、卢氏县等地收
购烟叶 40 余车，每车约 10 余吨，胡某将
烟叶收好后联系货运部大货司机，将烟
叶装车并负责将装烟叶车辆送入卢氏县
高速入口，林某等人累计从胡某手中购
买烟叶400余吨，运回辽宁省、河北省等
地销售，涉案总价值1000余万元。

目前，林某、胡某已被抓获，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陪护期间生邪念
诈骗医保法不容

本报讯（通讯员 张诚）2016 年 6 月
份，卢氏县瓦窑沟乡农民李某陪同妻子
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病，在陪护
期间突生邪念，后在一陌生男子处以
4000元的价格办了一套伪造的、以妻子
名义在医院住院的手续。后被告人李某
写出申请，开具村、乡相关证明，到卢氏
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共骗取医疗
补偿款1.9万余元。

卢氏县公安局于同年 8 月 8 日立案
侦查，同日李某到卢氏县公安局投案自
首，并主动退还全部赃款。同年 12 月
11日，卢氏县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犯诈
骗罪，向卢氏县法院提起公诉，卢氏县
法院于今年 3 月 2 日，以诈骗罪判处李
某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2000元。

话不投机抡锄头
伤了邻居害自己

本报讯（通讯员 张诚）2016 年 6 月
16日8时许，卢氏县横涧乡村民王某，在
自家的责任田中干活时，与邻居沈某因
土地纠纷发生争吵，沈某的侄子听到双
方争吵后到场询问情况，后王某又与沈
某的侄子发生生争吵，情绪失控的王某
恼羞成怒，用锄头将沈某的头部打伤。
经法医鉴定，沈某的颅骨骨折，其损伤程
度为轻伤一级。

同年 8 月 22 日，王某在广东省东莞
市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后王某赔偿
被害人各项损失 3.5 万元，并取得被害
人的谅解。

同年11月10日，卢氏县检察院以被
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向卢氏县法院
提起公诉，12月 19日，王某因犯故意伤
害罪，被卢氏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9 个
月，缓刑1年。

为进一步提升民爆物品管
理水平，确保各个环节安全，日
前，卢氏县公安局对辖区内民爆
物品使用企业进行全方位检查，

加大整治力度。图为卢氏县公
安局木桐派出所民警对民爆物
品进行安全检查。

通讯员孟永新摄影报道

卢氏县

全面启动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尚 荔）阳春三月春暖

花开，平安宣传正当其时。3 月份是“平安
建设宣传月”，为巩固、提升、扩大、创新平
安建设宣传成果，持续提高人民群众对平
安建设的参与率和知晓率，3 月 8 日下午，
卢氏县综治办召开“平安建设宣传月”活
动部署会，专题安排部署“平安建设宣传
月”活动工作，县综治委重点成员单位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回顾总结了 2016 年全县平安创
建活动取得的优异成绩，其中，群众对平

安创建活动的参与率为 26.6%，位居全省
第十六名、全市第一名；对平安创建活动
的知晓率为 53.6%，位居全省第十九名、全
市第二名。

会议对“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进行了
扎实安排部署。一是提高站位重宣传。县
综治委各成员单位要站位全县大局，服务
全县中心，把“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作为
建设“法治卢氏、促进“平安和谐”的具体
行动，做到“小事大抓，虚事实做”。二是
压实责任抓宣传。县综治委把“平安建设

宣传月”活动列入年度综治和平安建设的
考评内容，实施积分管理，严格建立台账，
同步绩效考评，实行责任查究。三是突出
重点善宣传。要增强针对性，抓好与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防盗窃、防抢劫、
防诈骗、防火灾、防传销、防溺水、防交通
事故、防非法集资”等系列治安防范知识宣
传。四是灵活形式促宣传。加大媒体宣
传，做到电视有影像、广播有声音、报刊有
稿件、网上有信息，使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

卢氏县检察院
确定2017年扶贫规划

本报讯（通讯员 张诚 李斌）近日，卢
氏县检察院的扶贫驻村干警，来到他们
所包片扶贫的汤河乡新坪村的光伏发电
施工现场进行查看，150兆瓦的光伏发电
项目是新坪村 2017 年实施的一个重要
项目，为了让这个项目尽早实施，更快产
出效能，造福全体村民，卢氏县检察院的
扶贫队员和新坪村村干部，从 2016年就
开始为该项目的实施做了充分准备，如
今项目已经顺利开始实施，全体扶贫队
员在新春假期结束后，立即投入工作，确
保项目按照计划顺利实施。

在查看完光伏发电现场以后，驻村
工作队与新坪村村干部在村委会会议
室共同商议并确定了全村 2017 年的扶
贫工程建设项目：建设 150 兆瓦光伏发
电；种植 120 亩猕猴桃树；入村组的水
泥路硬化 11.5 公里；修建护堤坝 2200
米；架桥两座；建设 5 个组的安全饮水；
铺设污水处理管道 2000 米，修建 1200
平方米文化广场；修建便民服务中心
100 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70 个；修
建公厕 6 个；安放垃圾箱 10 个，全部项
目预计投资共 1200余万元，帮助村民改
善生活，脱贫致富。

男子夜盗60万元饰品
卢氏警方77小时破案

本报讯（通讯员 孟永新）“感谢你
们，你们真是人民的保护神。”3 月 3 日
上午，喧天的锣鼓声中，中国黄金河南
省运营中心及卢氏旗舰店负责人带领
员工，来到卢氏县公安局，给仅用时 77
小时即成功侦破“2·23”中国黄金卢氏
旗舰店特大盗窃案的专案组民警，送来
了写有“破案神速 执法为民”“人民卫
士 一心为民”字样的两面锦旗，感谢办
案民警为他们追回巨额损失。

2月23日上午8时许，卢氏县公安局
接到中国黄金卢氏旗舰店报案，称该店
价值 60 余万元的 90 余件钻石首饰被
盗。为快速侦破这起该县有史以来价值
最高的案件，该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组
成专案组，与三门峡市公安局相关部门
通力合作，对该案展开调查。经现场勘
查、摸排走访、视频追踪，专案组最终于
26 日上午 10 时许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韦
某，并于当日中午 1时许，在该县城区一
店内将其一举擒获，追回全部赃物。在
铁的证据面前，韦某对其盗窃该店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因为经济拮据，加之好逸恶
劳，整天幻想能“过上好日子”的韦某，
在想到其租住屋附近的中国黄金卢氏
旗舰店肯定“有东西”，遂于 2 月 23 日凌
晨 1 时许窜至该店背后，将该店后窗防
盗网破坏，把店内价值 60 余万元的钻
石首饰和 1400余元现金窃走并藏匿，直
至被查获。

目前，该韦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南秀丽）日前，卢氏
县司法局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新进人员
分配暨基层工作会议。全县19个司法所
工作人员以及新招录的20名辅警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副局长岳雷同志主持。

会上，基层股和社区矫正股负责人
分别对今年的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重点
强调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一要多
措并举、深化管理，打造司法所整体形
象；二要加大力度、创新方式，加强人民
调解工作；三要履职尽责，规范管理，做
好特殊人群管控；四要倍道而进、鞭辟入
理，及时做好人民调解典型案例的整理
以及报表的报送工作；

会议中，卢氏县司法局与各司法所

签订了《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目标责任
书》，责任书中明确了司法所的各项职
能、职责、制度等基层实务。

会议强调，司法行政部门在保障
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
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形势下，各司法所要坚定信
心、爱岗敬业，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
能；履行职责、树好形象，以有为争有
位；强化管理，创新方式，加强培训，进
一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开拓进取、总
结经验、不断创新，针对工作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要及时调整工作方法，总结
工作经验予以解决，推动司法行政工
作再上新台阶。

夯实基层打基础 创新观念强素质
卢氏县司法局召开新进人员分配暨基层工作会议

3 月 6 日，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总队副总队长郭智深一行，深
入卢氏县看守所、拘留所检查指导“两
会”安保工作，检查各项规章制度落实

情况，查看各种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医
疗卫生建设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指明
方向。图为郭智深一行在卢氏县看守所
检查现场。通讯员孟永新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