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第四届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颁证仪式，来
自全国法院的 49 名法官被授予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冠华是
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法官。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
展第四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
选。经申报推荐、资格审查、专业
评审、评选委员会评议、公示等程
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刘冠
华等 49名同志“全国审判业务专
家”称号。

刘冠华被评为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是我省唯一获此
殊荣的法官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阎兴振一行
到三门峡调研指导工作

抓好党建
从严治检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王飞 上官海玉）4 月 10
日至 11 日，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阎兴振一行到三门峡
市两级检察机关调研指导工作。

阎兴振一行对三门峡市检察
机关学习贯彻全省检察长会议精
神，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全面从严
治检、推动转型发展”大讨论情况，
机关党建工作情况等进行调研座
谈和督导检查，并对省检察院巡视
三门峡市检察院情况进行反馈。
阎兴振提出，要抓好党风廉政建
设、加强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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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气温骤降，
阴雨连绵。许
昌市魏都区法
院干警走进魏
都区五一路办
事处碾上社区，
为 10 户困难群
众 送 去 了 米 、
面、油等生活用
品，把党的温暖
关怀送到困难
居民的心坎上。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伟
张二红 摄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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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林 栋

早上7点，我就来到了固始县法院。今
天，我将见证法院的专项执行活动。

天下着小雨，气温也比前几天低。我
看到执行干警个个精神抖擞、蓄势待发，警
车停放得整齐划一。

出发后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第一个
目标地，这是一个办公小楼。干警打开执
法记录仪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楼道很
窄，干警快速奔到四楼。我赶上去时，发现
被执行人已经被从屋中带了出来。

我还在感叹他们的执行效率高时，一
名干警对我笑道：“快，准备去下一个地
点。”我缓过神来，心里盘算着接下来得紧
跟他们，不能掉队。

刚过 8 点，我们就到达了第二个目标
地，这是一栋被执行人自己盖的小楼。在
三楼的卧室内，我们找到了被执行人。此
时，干警的行动忽然慢了下来，这名被执行
人躺在床上，称腰不好，不方便动弹。他指
着衣柜说，里面有他在医院拍的片子。

其实，干警已提前充分了解过情况，知
道他说得有些夸张。一名干警帮他把衣服
递了过去，等他穿好衣服缓缓将他扶起
来。其他干警向周围散开，保证有足够的
空间后将被执行人带下楼。

本以为执行任务可以这样顺利进行下
去，但我们在第三个目标地遇到了麻烦。
第三个目标地是一个大院子，高墙和紧闭
的大门阻断了我们的行动，回应的只有院
内的狗叫声。雨依旧在下，多次敲门未果
后，干警架起人梯越过院墙，但屋中早已没
人。干警通过被子的温度和屋内遗落的手
机，判断被执行人闻讯从其他地方溜了。

“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会出现，因为房子
是自己盖的，所以熟悉地形的被执行人在
有警觉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跑了。这也是
执行难的原因之一。”一名干警告诉我。

后来，我们又去了3个目标地，在其中
两个目标地没有发现被执行人，在另一个
目标地只见到了担保人。

“咋出动这么多警车？如果没有这么
大声势、不引起被执行人的察觉，会不会提
高执行的成功率？”我把这个疑惑告诉了一
名干警。

这名干警说：“这样大的声势，首先可
以让当事人知道我们对他们案件的重视，
让他们更放心地把自己的问题告诉我们；
其次，这样也有震慑作用，让更多人认识到
守法光荣、违法可耻，促进诚信社会建设。”

确实如此。在整个执行活动中，干警
每到一个目标地，都会吸引当地群众驻足
观看，行人都会主动让道。不时有人赞叹
固始县法院抓“老赖”干得好！

固始县法院执行团队是一个工作能力
很强的团队，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社会各
界的认可。去年，固始县法院执行局获得
了“全国法院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见证冒雨执行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4月16
日，省环保厅发布消息，决定从即
日起对三门峡市经济技术产业集
聚区（东区）、卢氏县产业集聚区
（洛河以南区域）、桐柏县安棚化
工专业园区、淅川县产业集聚区
（香九厚园区）、信阳市产业集聚
区（高新片区京珠高速以东区域
和羊山新区片区）、金牛物流产业
集聚区（北区）、上天梯产业集聚
区等 7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暂停审
批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三门峡市、
南阳市、信阳市以及相关县区环
保部门应同步暂停审批。

据了解，以上 7 个产业集聚
区增加水污染物排放项目被区域
限批的主要原因是都没有按照规
定时限完成污水处理厂建设。省
环保厅要求，三门峡市、南阳市、
信阳市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
进行整改，2018 年年底前必须完
成整改任务。

7个产业集聚区增加
水污染物排放项目

被区域限批

相约八闽福地 共襄法治愿景
2018年全国省级法制（治）报社长（总编辑）年会暨“平安建设看福建”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讯 根据河南省政府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相关工作要求，4 月 18 至 20 日，以“新
时代 新融合 新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河南省中小文化
企业投融资路演暨项目对接签约活动将在郑州隆重举
行。活动由省文化厅主办，河南投融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等单位承办。

第二届河南省中小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暨项目对
接签约活动，主要有投融资项目路演、项目对接签约、
文化与金融合作论坛等环节。其中，投融资路演将从
全省报名的文化企业中筛选出成长性高、项目前景好
的13家优质中小文化企业进行现场路演展示。

本次活动吸引了 30 多家省内外投融资机构参与，
有50余家文化企业参与项目展示对接。参会人员由省
文化厅领导及各地文化产业主管部门负责人，省直有
关单位、文化金融界专家学者，签约企业、各地特色文
化乡村企业负责人，新闻单位记者等组成。

（本报记者）

新时代 新融合 新发展
第二届河南省中小文化企业投融资

路演暨项目对接签约活动将举行

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揭牌
填补河南签证业务空白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林）4 月 16 日
下午，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签证服务平台）在郑州市郑东新区
举行揭牌仪式，郑州成为除北京、上海之外，
国内第三个能够办理卢森堡签证的城市，实
现了河南省办理签证业务“零”的突破，丰富
了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的内涵，为

我省对外开放掀开新的重要篇章，标志着郑
州向打造国家中心城市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去年 6 月 13 日，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来豫
访问考察期间，河南航投与卢森堡驻华使馆
签署了《在河南开展签证便利业务的谅解备
忘录》，协议商定卢森堡驻华使馆在郑州为河
南及其周边居民提供签证服务。

这项业务具体讲就是，卢森堡驻华使馆
在郑州为河南及周边居民提供个人信息采集
服务，递交申根签证申请材料和生物信息采
集均可在郑州完成。从申请者赴北京“去办”
到签证官至郑州“来办”，可为河南及周边申
请者节约人均1500元左右的费用和7个工作
日的时间。

本报福州讯 感受“法治福建”脉搏，倾听
“平安福建”故事。4月16日上午，2018年全国
省级法制（治）报社长（总编辑）年会暨“平安建
设看福建”采访活动在福州启动。福建省委政
法委副书记袁超洪，司法部法宣司副司长、中
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秘书长刘汉银，法制日报
社副总编辑李群，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副总
编辑潘贤强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袁超洪、潘
贤强共同为采访团授旗。来自全国29家省级
法制（治）媒体负责人及记者、部分中央驻闽媒

体及福建省直政法单位宣传部门负责人等
120余名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由中共福建省委政法委指导，
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福建日报社（报业集
团）主办，福建法治报社承办，诉箭网提供技
术支持。

近年来，“法治福建”建设和“平安福建”建
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社会大局持续平
安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平安建设
工作连续多年排在全国优秀行列，全省各级政

法部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治安防
控、打造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解决执
行难、推进落实公益诉讼、创新生态司法及推
进司法改革等工作上典型亮点不断涌现。

启动仪式后，与会的法制（治）报社长（总
编辑）就新时代下法治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等
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同时，采访团开始深入
福建省多个设区市的基层政法单位采访，实
地体验新福建的法治建设和平安建设进
程。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