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开展
新闻记者证2017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豫
新广发【2018】3号）文件要求，我单位（河南
法制报社）已对现持有记者证人员进行了审
核，现将我单位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
行公示。举报电话为0371-65887585。

通过我报社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人员
名单：
郭跃华 何永刚 杨勇 李晓玉 王园园
张军强 王建芳 张可 宁晓波 张杰
李艳 朱桥鸿 汲瑞 侯永胜 马荣珍
李智群 段保华 马锐 刘爱丽 赵克中
李梦扬 李文卿 赵显 吴元成 王世勇
薛华 李杰 祁飞 陈磊 陈军
聂学强 马建刚 周惠 胡斌 段君伟
翟国明 李茹 李俊晓 赵蕾 朱广亚
程玉成 王晓磊 王海 王庆礼 吴倩
刘俊锋 王富晓 王海锋 郭富昌 王东
刘俊华 赵新菊 朱清河 王钰颖 伍红梅
曹松柯 樊勇军 孙燕 马国福 张书锋
张东 樊满江 李葆童 陈亚洲 黄丽
曾庆峰 李冰 黄凤 吕曈 李慧
李蕴真 李鹏飞 岳明 董景娅 路歌
井春冉 尚迪 黄慧 牛亚丽 杨占伟
荆锐 杨淑芳 尹志丹 孙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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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马国福

追 逃

发送检察建议
促进环境治理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2月11日，
南阳市召开反恐防恐工作会议。南阳市
委书记张文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全力以赴打造反
恐防恐工作“升级版”，为全国、全省稳定
大局作出南阳的新贡献。

张文深要求，突出重点，提档升级，推
进南阳市反恐防恐工作再上新台阶。要

以“一心一核六门”示范区建设为引领，提
升全域反恐防恐能力。防控要全面升级，
做到在地域上全覆盖、在软硬件建设上全
面提升、在宣传造势上全民动员。打击要
坚决有力，加强预测预警，持续开展专项
行动，把暴恐威胁遏制在萌芽状态。

张文深强调，南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对
照市委、市政府打造南阳反恐防恐“升级

版”的具体要求,完善软硬件配备，强化保
障措施。要常态督查问效，深入开展暗访
督查，加强隐患整改，消除工作漏洞。对
工作不力、问题突出、失职失责的县区和
部门，要严肃追究责任。

会议由南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
生起主持，省公安厅副厅长，南阳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朱海军安排部署工作。

南阳市反恐防恐工作会议要求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效
金）2 月 11 日，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收到
来自淇滨区环保局的一份检察建议回复
函。回复函中说，对于检察机关建议治理
的废旧蓄电池污染事宜，该局已予以妥善
处理。

2018 年 1 月，淇滨区检察院干警在履
职中发现，辖区一加工厂利用废旧蓄电池
偷炼铅块，污染了生态环境。经过深入调
查，淇滨区检察院认为，淇滨区环保局未
能及时发现和处置这一危害生态环境案
件，存在不当履职情形。

1 月 30 日，淇滨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官办案组依法向淇滨区环保局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及时对废旧蓄电池
及炼制成型的铅块，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的防护措施，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无害化处置。

收到检察建议后，淇滨区环保局高度
重视，及时研究采取相关措施，与有资质企
业签订了无害化处置协议。目前，现场废
旧蓄电池已被妥善处置；对辖区内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该局将加强打击工作。

“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今天上午一上班，我就来到淮阳县公安局大
连派出所，看见所长郭峰正在打电话。放下
电话，郭峰说：“刚才，海口警方打来电话，一
是表示感谢，二是希望我们协助补充侦查。”

我了解到，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大连
派出所强力开展追逃行动。提起电话中那桩
案件，郭峰说，民警一路追踪，将藏匿在海南
省的逃犯庞某抓获。

3 年前，庞某在海南省海口市某建筑工
地偷盗电缆，涉案总价值40余万元。庞某作
案后一直在逃，海口警方多次抓捕未果。由
于庞某的户籍地址是淮阳县大连乡某村，
2017 年 10 月初，按照追逃有关规定，大连派
出所将庞某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逃。

10月20日，该所在开展“一标三实”复核
工作时，获知逃犯庞某及家人仍在海南省海
口市活动，庞某的儿子在海口养猪。10月26
日夜，郭峰带领民警、辅警奔赴海南。郭峰决
定以寻找庞某儿子的养猪场为突破口，并锁
定养猪场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的国际机场附
近。

在国际机场附近的晋文村，民警找到庞
某儿子曾发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一个池塘，并
以池塘为中心，对周边展开搜查，终于在 11
月 5 日上午 11 时许找到庞某儿子的养猪场，
经过侦查，随后在养猪场附近将庞某抓获。
11 月 5 日下午 1 时，郭峰等人将逃犯庞某移
交给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庞某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一年来，大连派出所
多措并举，强力追逃，成绩显著。我在该所追
逃案件登记台账上看到：民警从上海抓获逃
犯王某、从北京抓获逃犯韩某……

本报安阳讯（记者 岳明 通讯员 胡小
凡）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2 月 9 日，省法
院副院长史小红到安阳市文峰区法院，看
望慰问奋战在审判一线的基层干警，转达
省法院党组对基层干警的关心。

史小红一行首先来到文峰区法院，看

望慰问了“全国优秀法官”祝昉，随后来到
该院高庄法庭，向坚守在一线岗位的干警
致以新春的问候。

史小红还了解了文峰区法院近年来
的工作情况，对该院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史小红说，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方向。要发
挥好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更好更快办
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和信息化建设，向改革和科技要效益。

本报讯（记者孙梦飞）2月12日，在河南
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发布会上，省法院副院
长王树茂介绍了2017年我省法院打击侵权
假冒犯罪专项活动的情况。同时，省法院通
报了被告人申某某、王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等10起侵权假冒犯罪典型案例。

王树茂介绍，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方面，我省法院特别注重对与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涉及食品、药品、种
子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通报的案例
中，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案等。在办理这些
案件的过程中，我省法院一方面坚持依法严
惩方针，对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另一方
面，在审判中也特别注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的适用，对于具有自首、立功、坦白等法定情
节或初犯、偶犯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被告
人，依法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此外，我省法院还特别注重财产刑的
适用，在依法判处主刑的同时，对侵权假
冒犯罪分子判处一定数量的罚金。此次
通报的10起案例就全部适用了罚金刑。

保持高压态势 打击侵权假冒
省法院通报10起侵权假冒犯罪典型案例

省法院副院长史小红到安阳市文峰区法院慰问基层干警

转达省法院党组的关心

▲近日，被评为“中国好人”和第六届周口市道德
模范的周口高速交警王凯伟，联手当地派出所民警，来
到西华县迟营乡贫困户小梦丽家慰问，并送上棉衣、棉
被、慰问金和春联。民警表示，以后将会给予小梦丽家
更多的帮助。记者程玉成通讯员 张淮东 摄影报道

◀2月11日下午，新县公安局局长
张毅和几名爱心民营企业家到新县苏
河镇红柳村，了解该村基本情况、贫困
户帮扶工作情况、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情
况等。爱心企业家还为红柳村捐款，给
有关贫困户送去了慰问品、慰问金等。
记者周惠 通讯员林夕华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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