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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第一书记牵线 全省寻找寒门学子
光山打假
全国获誉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李本全）近日，公安部对 2016 年
打击整治假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扬
通报，光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作为
唯一的县级集体，荣获“打击整治
假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成绩突出
集体”
称号。
2016 年以来，光山县公安局经
侦大队认真贯彻公安部和人民银
行联合部署，全力开展打击整治假
币 违 法 犯 罪 专 项 行 动 ，成 功 破 获
“8·4”张某顺等人持有假币案等大
案要案，强有力地维护了河南乃至
全国的金融市场秩序。

昨日绿色通道开启，
网友盛赞：
教育扶贫，
正能量爆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同洲 谭萍 张生平
7 月 17 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扶贫
办、省驻村办联合推出大河爱心助学特别行
动，为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开放绿色通道，请第
一书记推荐身边优秀的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驻村书记请牵线，寒门学子待梦圆》
《全
省驻村第一书记，一起搭建爱的阶梯》
《刚刚，
河南第一书记“绿色通道”开通！要在全省干
一件大事》……昨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各媒体平台集体发声，在网络中引发热潮。
“关键时刻拉人一把，功德无量！正能量
爆棚！”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大河助学行
动点赞！”……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截至昨
日下午 6 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全媒体平
台及今日头条、环球网、大众网、网易等平台
的转载，单篇稿件的点击量突破 260 万次。其
中，河南驻村干部官方交流平台“河南驻村”

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消息，阅读量近 6000 次，覆
盖全省近一半的驻村第一书记。
爱的力量，具有极强大的感染力。得知
大河爱心助学向全省第一书记开放绿色通道
的消息，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发起的中原自媒
体联盟内，各地自媒体大咖们积极转发。截
至 7 月 17 日下午 5 时，中原自媒体联盟中，有
30 家自媒体平台联动发布了稿件，爱的讯息
已覆盖全省 18 地市。
“我村一个贫困学生考了610分，
被四川大
学录取。这个项目真是及时雨啊！
“
”推荐的这
名学生，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想为孩子
做点什么。”
“这名学生特别不容易，如果能得
到大河爱心助学的资助，非常感谢！”……昨
日，
来自汝南、
延津、
长垣、
永城、
临颍、
南乐、
洛
宁、伊川、罗山、淅川、西华、南召、光山、巩义、

新蔡等地的驻村第一书记们，
纷纷拨打专线电
话，
推荐村里的贫困学生。截至 7 月 17 日下午
6 时，助学工作人员共接到第一书记咨询热线
百余次、
合格推荐表格30个。
河南省慈善总会为大河爱心助学特别行
动开通专用捐赠渠道，将及时公示每一笔善
款，并根据捐赠者意愿和项目需求，及时拨
付，公示去向。

大河爱心助
学特别行动面向
全省驻村第一书
记开通绿色通
道 ，扫 二 维 码 了
解详情

我省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约谈办法出台

走访慰问 拥军优属

防范食品安全隐患
4 种情形要约谈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近日，记
者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为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对食品安
全负总责的要求，省食品安全委近
日出台《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约谈办
法》，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
根据办法要求，省食品安全委
将主要针对4种情形进行责任约谈：
列入省政府食品安全责任目
标的主要工作进展缓慢，影响省政
府食品安全责任目标完成的；对上
级领导批示、交办的重大食品安全
案件或重要食品安全工作，未能及
时办理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
完成的。
对食品安全工作重视不够，保
障条件达不到相关要求，导致食品
安全监管不到位的。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连
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较大以上
食品安全事故的；对食品安全事件
处置不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未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
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发现可
能诱发食品安全事故的倾向性问
题，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向有
关部门通报或者相互推诿导致事
态扩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办法规定，责任约谈对象为省
食品安全委成员单位，
各省辖市、
省
直管县（市）政府。被约谈人为有关
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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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淮阳县法院有关领导带领涉军维权
合议庭成员，同县人武部的同志一起，走访军属，向
军属家庭送去慰问品和节日祝福，了解军属法律需
求，
发放便民联系卡，
主动提供法律服务。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张义林 计玉新 摄影报道

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和爱国主义精
神，7 月 17 日，社旗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樊立兵带
领该院涉军维权领导小组成员，深入扶贫联系点陌
陂镇朱庄村走访慰问贫困抗战老兵及其家属。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新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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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鹏飞 7月17日 星期一 晴

“请问，我们置换的商品价格是否和市
场价一样，质量是否有保证呢？”7 月 14 日上
午，在郑州高新区法院的大会议厅里，一场
债权人会议正在召开，债权人张女士向台
上的主讲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所谓的债权人会议，是郑州高新区法
院召集一些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也就是
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共同参加的一个会
议。会议的目的是给这些债权人一个用债
权置换财产的机会。
“这些案件属于终本案件，也就是因被
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其他客观
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执行的案件。这些
案件中申请执行人所拥有的债权很难得以
实现。”郑州高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李文涛
介绍说。
据了解，执行不能一直都是执行工作
中客观存在的一大难题。目前，因执行不
能而终本的案件已成为“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化解这一问题，各
级人民法院都在努力探索、尝试。最高人

试点债权置换

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到，
不少持有法院生效判决的债权人自主通过
一个名为“债物通”的平台，用判决确定的
债权置换各类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让本无
实现可能的债权利益得以实现。在经过充
分论证后，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这种方式
进行试点。郑州高新区法院被指定为试点
法院。
试点的具体内容就是法院与运营“债
物通”平台的房益宝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约定由法院在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的前提
下，将终本案件的债权人引导到该平台，如
债权人愿意则与平台签订置换合同。置换
成功后，
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确认成交。
“债权人自愿是前提，法院在这中间起
到的是一个介绍引导作用。毕竟大多数债
权人对这种形式并不了解甚至听都没听
过。”
李文涛说。
据介绍，
“ 债物通”平台提供的可供置
换的财产种类包括房产、汽车、股票和生活
用品。债权人可以根据所持债权的额度选

择合适的财产进行置换，而置换方式是差
额置换。例如债权人用 100 万元的债权来
置换价值 200 万元的房产，则需要以现金或
者贷款的方式补足 100 万元的差额。
“我也明白我的钱的确很难要回来了，
法院组织这样的会议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个
解决途径，通过债权置换最起码自己的债
权能实现一部分。但因为之前从未接触过
这种形式，所以还是要再多了解了解再作
决定。”
债权人张女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从今年 3 月份试点至今，这已经是我
们第四次召开债权人会议了。在此过程中
已经有了一些置换成功的案例，我们也在
不断尝试和探索，并及时总结经验上报最
高人民法院。希望我们的试点工作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终本案件问题，为‘基本解
决执行难’作出积极贡献，也希望这样的形
式能实现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
以及平台方等多方共赢。
”李文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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