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县检察院开展自查自评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落实上级检察院关于加强

保密工作的精神，范县检察院开展了一次对全
院计算机、网络、移动储存卡及落实信息安全保
密工作制度情况的大检查，按照保密工作要求
开展了详细全面的自查自评活动，尤其是针对
该院的薄弱环节消除隐患、查漏补缺、堵塞漏
洞。 （吴福敬）

扶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推进绩效考评和党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扶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召开
绩效考评工作暨党建工作推进会，中队长以上
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大队长徐复生主持，副局
长王四化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徐复生针对
交通秩序、宣传、重监、事故预防等重点工作，结
合绩效考评 22项业务工作在全市的位次，分析
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要理清考
评思路，找准症结，精准施策，使考评位次再提
升。王四化针对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对参会人
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就进一步推
进绩效考评和党建工作作了表态发言，他们一
致表示：“一定要坚持把抓党建、抓作风建设与
抓工作落实有机结合，全力以赴，脚踏实地，稳
步推进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扶公宣）
民警查监控 钱包失而复得

本报讯 近日，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局红
旗派出所一中队值班民警接群众报警，一名在
辖区某网吧上网的市民将钱包遗失在了网吧，
寻求民警帮助找钱包。

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并多次翻看网吧
监控，多方联系寻找，终于找到拿走钱包的当事
人，之后经过民警的说服教育，当事人将钱包及
现金 1320元归还失主，失主一再对民警表示感
谢。 （暴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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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汝阳县城乡规划办公室联合城关
镇政府以及县司法局、国土局、信访局、法制
办等单位召开城乡规划行政处罚听证会，既
增强了该县规划行政处罚案件的透明度和公
正性，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王明阁
张晶杨守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汝阳县政府牵头，该
县城乡规划办公室联合国土、城管、住建
及城关镇相关部门，依法查封位于县城规
划区的汝阳县东海加气站施工现场。

这是继拆除凤凰山森林公园内11处
违章建筑后的又一次大规划执法活动，该
县持续开展对各类违章建筑零容忍执法
活动。

汝阳东海加气站在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该
县城乡规划办公室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执
法程序责令其停工，但当事人仍继续施
工。执法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查封了
该违章建筑施工现场。 之后，该县又对位
于县城城市规划区内杜鹃大道中段的一
处违章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该县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格管控违
法建设，加强宣传和巡查，坚决查处各类
违章建筑，做到发现一处拆除一处，严格
执法，决不姑息。

据了解，该县将强化规划执法宣传、
治违拆违和公开公示工作，对新发生的违
建和未批先建、超高超层建筑等零容忍，
快速高效安全地依法有序拆除。（袁喜宝）

本报讯 近日，方城县检察院未检科
根据工作实际，从该院女检察官中抽调8
名干警，组成两支小分队，分头对去年办
理的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到家回访”，进
一步监督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后
的矫正行为，消除案件办结后的帮教空
白。

该院干警深入涉罪未成年人家里开
展“家访”，与其亲属谈心，听取困难；深
入社区或村委会进行“走访”，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认真做好
记录、建好“回访档案”，进一步增强帮教
行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涉罪未成
年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动
态跟踪帮教，鼓励他们树立新的学习目
标和生活信心，鼓励他们消除心理阴影，
正视现实，拾起青春梦想。针对部分涉
罪未成年人心理障碍，该院开展干警与
孩子面对面心理辅导工作，并通过微信
和QQ进行网络交流，及时掌握孩子的心

理变化，做跟踪监督和贴身服务。
回访过程中，干警们还与涉罪未成

年人所在的社区、街道、村委会、派出所、
司法所等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就如何进
一步做好孩子的帮教工作交换了意见。
各方均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建
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考察机制，形
成未成年人帮扶教育工作的合力，集中
做好帮教工作。

（时国庆牛全威）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邓州市检察院案
管办持续发挥监督管理职能，从案件受
理、办理、审结环节着手，严格落实执法办
案风险评估，加强对该院重大、重要案件
的全程监控，有效防范了办案风险，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实现对重大、重要案件受理预测
报告全覆盖，构建办案风险事前防范机
制。该院案管办严把案件进口关，对重大
疑难及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进行风险
预测，对集资诈骗、生产经营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等对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的案件形成执法风险或舆情风险报告，提

交院党组并及时提醒办案人员案件存在
的风险，供党组和办案人员决策参考。

二是实现对重大、重要案件追踪管理
无遗漏，构建点对点监控机制。该院案管
办加强对重点案件的日常巡查，紧盯办案
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执法风险因素，对办案
人员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和风险矛盾
化解进行督促检查工作；加强诉讼参与人
的权利保障，防范因执法不当、处置不妥
引发的网络恶意炒作、群体性事件等涉检
风险；加强与宣传部门协同合作，当案件
发生负面舆情时，及时与办案人员沟通，
引导社会舆论朝积极方面发展。

三是实现重大、重要案件质量评查全
方位，构建“立体评查”机制。该院案管办
将梳理出来的重大、重要案件纳入该院重
点案件评查范围，建立办案人员自评、业
务部门初评、案管办复查、检委会抽查的

“立体评查”机制，将程序上的瑕疵和对案
件风险防范作为评查的着力点，多维度对
执法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价。该院案管
办重点评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
基本情况是否正确；案件（事项）事实叙述
是否清楚；列举证据是否全面、释法说理
是否合理等情况。

（王保乐马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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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管：有效防范办案风险

回访：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重拳：查封拆除违章建筑

5月 28日，在长葛市司法局石象司
法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因“半袋麦”形
成积怨，进而以宅基地引发矛盾纠纷的
张某兄弟俩，握手言和。

前不久，长葛市石象镇居民张某准
备在老荒地上盖房给儿子结婚用，没想
到动工时，其亲哥哥竟拦着不让盖，此
矛盾经村委、同族长辈多次调解都没有
结果，无奈之下张某向石象司法所求
助，要求进行调解。

“我们走访调查了解到，1990 年张
某父亲过世时，两兄弟商量好在哥哥家
办事儿，费用均分，计划需要两袋麦子
的钱。结果事儿办完了，用了三袋麦子
的钱，俩人凑了两袋麦子，还差一袋，哥

哥拿了半袋麦子，张某需要拿的那半
袋，一直没有落实。哥哥虽没追要，但
心里颇有怨气。现在张某想盖房子，哥
哥就要求把当初差的麦子补出来，不然
就不挪杂物，不能盖房子。”司法所所长
刘军伟说。

据村委会证实，张某要求盖房子的
那片老荒地，是以前经过村委会确认过
留给张某的，但当时由于没有办理集体
土地使用证，所以造成了今天口说无
凭。因为无集体土地使用证造成诉讼
困难，石象司法所工作人员认为，只有
通过调解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反复调解，终
于做通了张某哥哥的思想工作。随后，

石象司法所又组织包村干部、村委会、
派出所、土管所等多方参与，经过多
轮调解，最终兄弟俩都作出让步，张
某对其哥哥给予 4000 元经济补偿，
矛盾纠纷通过司法调解得到圆满
解决。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祁继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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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半袋麦”

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慷慨无私的老大
哥；在体彩站主口中，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
心人。自2001年加入体彩大家庭，他17年如
一日奋力拼搏，不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还赢
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与喝彩。他叫张忠奇，河
南省体彩中心濮阳分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大
家为他的执着而感叹时，他却说：“我把体彩
当成一生的事业，所以我要为体彩事业贡献
全部的力量。”
风雨无阻，投身工作多次遇险

张忠奇从事的是数据传输抢修工作，由于
身处一线，经常要与时间赛跑，难免遇到意外。

2001年 12月一个大雪天的夜晚，张忠奇
和同事驱车前往 40 公里外的网点处理故
障。由于天黑路滑，转弯时车辆失控，原地
180度滑动，好在有惊无险，最后顺利排除故
障。

2012年 12月的一天晚上，去网点排除故
障途中，由于道路积雪未化张忠奇乘坐的车
辆在高速路上打滑，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张忠奇乘坐的车辆损坏严重，所幸人未受
伤。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他立即联系分中心
其他同事前往网点排除故障。

虽然谈起这些意外，张忠奇表现得云淡
风轻，但是他将工作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责任
感着实让人感动。
从零学习，努力让自己成榜样

随着技术升级，抢修数据不再是常态，
2008年之后，张忠奇接连负责即开、竞猜彩票
等工作。

张忠奇从零开始学习，除了接受濮阳分
中心组织的集中培训，还常常下载学习资料
带回家自学，仅笔记就写了几本。除此之外，
他还向经验丰富的站主学习以及到其他先进

地市学习。通过不懈努力，他不仅掌握了工
作要领，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濮阳竞彩销
量在 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取得全省第一
的佳绩。此外，他在 2013年度常规网点服务
管理考核中获得全省第一名、连续四年获得
濮阳市第一名。
有求必应，为站主解燃眉之急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作为一线业务
员，张忠奇大部分时间是与站主一起度过
的。多年来，他始终保持 24 小时开机，只要
一个电话，他就奔赴站点解决问题。

2011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张忠奇突然接
到站主电话，反映终端机无法打印彩票。外
面寒风凛冽，网点远在 6公里之外，但张忠奇
毫不犹豫地带上维修工具，骑上电动车前往
网点。经过十几分钟故障排除，终端机恢复
正常。

作为一名概率游戏培训师，张忠奇在培
训、营销以及营造体彩文化氛围方面同样颇
有心得。2017 年大乐透 5 亿元大派奖期间，
张忠奇组织开展了自绘宣传画奖励活动，让
网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宣传。这不仅为
体彩网点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通过
这些接地气的手绘宣传画赢得网点内购彩者
的一致好评。
家人支持，面对未来砥砺前行

面对这些荣誉，张忠奇常把感谢挂在嘴
边，既感谢所有同事的共同努力，也感谢家人
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 17 年的体彩生涯，张忠奇感慨万
千。他表示，一路走来，感谢体彩这个平台为
自己提供发展的机会。成绩只是暂时的，未
来的工作还需努力。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砥
砺前行，这样才能创造更多成绩。

同事眼里的老大哥 站主口中的好心人
——访河南省体彩中心濮阳分中心张忠奇

□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