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信被执行人夺门而出仍被抓
本报讯 近日，在正阳县法院开展的集

中执行活动中，一名失信被执行人为躲避法
院执行试图逃跑，被守在门外的执行干警抓
个正着。据悉，失信被执行人李某因建筑工
程急需资金而向朱某借款 30 万元，借款期
限为 4 个月，经朱某多次追要，李某一直未
偿还。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人及时向
失信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
令，并多次敦促失信被执行人履行还款义
务，但李某一直躲避执行。近日，正阳县法
院开展“百日执行攻坚”集中执行活动，执行
干警来到李某家执行时，李某见到只有两名
执行干警，就夺门而出，不料被早已布控守
候在院墙外的执行干警逮个正着。在强大
的执行压力下，李某同意履行还款义务。

（徐翔 王豪娟）
充分发挥抗诉职能 彰显审判监督成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范县检察院充分发

挥抗诉职能，彰显审判监督成效，发挥法律
监督作用，通过抗诉监督强化法律监督渠
道。该院一是充分发挥抗诉的刚性监督，二
是探索建立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请示汇报制
度，三是持续保持抗诉监督常态，让抗诉监
督工作贯穿始终。 （李亚东）

司法网拍提高执行效率
本报讯 如果债务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可以对其财产进行拍
卖变现给付债权人。传统的司法拍卖方式
是法院委托第三方即拍卖公司对拍卖资产
进行拍卖，可能会出现围标串标、关联交易、
暗箱操作、贬值贱卖等问题。目前，宜阳县
法院把实施“网拍”的所有信息均在网上发
布，所有竞买人接收的信息一致，有效排除
了信息不对称等人为因素。拍卖在众多网
民的围观下进行，法院只需在事前设定起拍
价和保留价，不再介入拍卖过程，仅通过网
络进行远程实时监督，全程处于完全公开的
状态。今年以来，宜阳县法院网上拍卖物
30 件，拍卖标的 1256.36 万元。司法网拍在
节省执行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执行效率，
拍卖效果更加明显。

（伊乐林 张红霞）
找准症结标本兼治 加强扬尘污染治理
本报讯 近日召开的洛阳市扬尘污染治

理工作推进会透露，该市 5 月份的 PM10 浓
度值与4月份相比，环比下降22.54%。这得
益于该市当月大力开展的施工工地扬尘污
染治理、建筑垃圾清运处置监管、道路扬尘
污染治理、露天矿山开采扬尘污染治理和城
市清洁行动等工作。

会议指出，洛阳市扬尘污染治理面临的
形势依然严峻。有关部门和个别县（市）区
对扬尘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
足，思路不清晰，力度不够。会议强调，各级
各部门要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做好扬尘污染治
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按照

“精准、精细、精确”的要求，进一步找准症
结、标本兼治、探索规律、形成长效机制，重
点做好建筑工地、道路、矿山开采等 6 个方
面扬尘污染治理工作；要压实责任，强化问
责，对履职不力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坚决
通报一批、曝光一批、约谈一批、处罚一批、
追责一批，为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
坚实基础。 （常向阳 马立 刘慧）

栾川县公安局全力做好高考安保工作
本报讯为确保栾川县高考工作安全顺利

进行，6月初，栾川县公安局召开专门会议对
高考各项安保工作进行部署，成立了高考安全
保卫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考试期间，栾川县公安局执勤民警提前
到岗，严格按方案对考点及其周边地区进行
全面排查，整治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治安乱
点。交警、巡特警进行考点周围各路口、路段
的交通指挥、疏导工作，并在考试区域设置隔
离带、“禁止鸣笛”警示牌，保障考点周边道路
畅通无阻，净化高考环境；同时，对考点派出
警力加强巡逻，维护考场外围的治安秩序。

与此同时，栾川县公安局加大对各类突
发事件的预警和处置力度，及时、妥当处理
考生的报警和求助，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陈喜民 王浩南）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近期，汝阳县公证处充分发挥职能，助
力汝阳县村委会换届，共为城关镇、内埠镇、
蔡店乡、大安工业区的5个难点村进行了现
场监督公证，共出动人力 200 余人次，车辆
20次，让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选举活动，
促使整个选举活动更加公平和透明。

常向阳杨守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又到一年高考
时，为助力高考学生圆梦，

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
考试环境，商丘市睢阳区检察

院提前谋划，组织该院各部门
干警近 20 人组成“跟我来”志愿

者服务队，今年高考期间，在市内
各考点附近设立高考志愿服务点，

开展爱心助考服务活动。
6月 7日 6时，高考第一天，该院

“跟我来”志愿者服务队来到睢阳区良
浩高中考点门前，支起一顶写着“2018

爱心助考”字样的红色大帐篷，帐篷下的
桌子上摆着 10余箱矿泉水，帐篷边缘悬
挂的写着“睢阳区检察院爱心助考服务
点”字样的垂帘格外醒目。

8时许，考生和家长陆续来到考点，志愿
者们在良浩高中考点门前帮忙维持秩序，
为考生及家长提供现场引导、文明劝导等
服务，及时向他们提供矿泉水、风油精等防
暑物品，并告诉他们要安心考试，放松心情。

9 时许，考生已全部进入考场，开始
考试。考场外，志愿者们丝毫不敢松懈，
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睢阳区检察院组织“跟我来”志愿者服
务队在高考期间开展服务活动，全程为考生
及家长提供无偿帮助，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
称赞。同时，由于志愿者们现场帮忙及时疏
导交通，极大地缓解了考点附近的交通运输
压力，为考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
考试环境。考试结束后，看着考生步履轻松
地走出考场，面对家长们的声声赞许，睢阳
区检察院的志愿者们也绽放出会心的微
笑。检察干警们表示，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谱写一曲“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之歌，他们非常开心。（李志勇潘露）

本报讯 近年来，邓州市检察院以强
化“司法规范化建设、检察信息化建设
和基层基础建设”为契机，把信息化建
设作为推动检察业务和队伍建设现代
化的重要手段，依托网络优势，采取多
种措施，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一是按照省、市检察院信息化建设的
要求，进一步加大科技强检步伐。该院先
后投资数百万元，完成了中心机房改造、
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高清视频会议系
统建设、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建设等。

二是完善制度，加强管理，把信息
化建设纳入规范化轨道。该院坚持用
制度规范各项工作和人员管理，先后修
订完善了《关于检察技术部门与检察业
务部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的规定》《信
息化岗位安全和保密责任制度》等一系
列制度；进一步完善防病毒、防入侵、反

黑客、反窃密系统建设，做好安全保密
检查，定期进行全网病毒查杀；积极主
动做好设备的维修、保养，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带有涉密信息的计算机及移动
存储设备，特别是涉案笔记本严禁借
出、严禁接入互联网；计算机及存储介
质维修或报废前要将重要数据全部删
除，防止内部数据外泄。

三是将信息化建设与检察业务工
作规范化建设紧密结合。该院积极按
照上级检察院部署搞好检务综合平台
建设，认真做好全国检察机关检务保障
信息系统、队伍管理信息系统、两法衔
接系统、刑事执行检察信息系统和全国
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等的应用，
实现了对司法办案程序、办案安全防范
和扣押冻结款物的智能化管理，有力地
规范了司法行为。 （程冬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方城县检察院
积极探索司法警察服务全局工作的途
径和方式，深化法警品牌创建工作，不
断提升干警履职能力，为促进整体工作
提供有效的警力支持。

强化专业技能训练。今年 2月份，
该院遵照高检院《关于开展全国检察机
关司法警察大练兵活动的通知》精神，组
织全院司法警察开展大练兵活动，在队形
队列、擒拿格斗等基本技能方面进行集中

训练；注重从业务知识、警务技能方面入
手，增强干警应对突发事件和服务检察
工作的综合能力。

严格工作纪律要求。该院严格按
照“标准型、科技型、规范型”标准，制定
用警派警流程图和工作规范，建立健全
工作制度，实行警务工作流程化管理；
坚持以制度为规范，强化干警责任心，
以学习交流为平台，达到共同提高的目
的。该院每周一召开部门全体会，安排

本周工作；实施以老带新组合模式，强
化协作精神和担当意识。

提升实务操作能力。该院法警
队干警主动与其他业务部门建立
联络沟通制度，及时派警参与集
体活动；通过访问、测评等方式收
集办案部门、主管领导对司法警
察履职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到
查缺补漏，及时改进，有效
提升。 （时国庆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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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三人非法吸收存款5000余万元

2014年以来，被告人殷某（已因另案于
2016年被某法院判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利用其注册成立的某公司向社会募集资
金，并在郑州市设立两个办事处作为资金
募集点，吸纳被告人杨某、邢某分别作为两
办事处的负责人，以高息回报为诱饵，通过
发布信息及介绍、散发广告、口口相传等方
式，在社会上公开揽储，与储户签订借款合
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净额5000余万元。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殷某、杨某、邢某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
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予惩罚，遂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殷某
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
万元，与此前刑罚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8 万元；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杨某
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邢某有
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在案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由侦查机

关依法处置；对被告人殷某、杨某、邢某的
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说法
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

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非法集资罪”
这个罪名。所谓“非法集资”只是一种行
为或者是对一种类型的犯罪的统称，即

“非法集资类犯罪”。此类犯罪主要有六
大特点：披着合法外衣、手段隐秘；承诺高
额回报、诱惑性大；短期兑现、长期拖欠；
熟人介绍、口口相传；专业化程度增强；针
对老年人骗局多发。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非法集资活动主
要涉及两个罪名，即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的是以向社
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
内还本付息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
行为。集资诈骗罪则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的行为。
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集资的目的
不同，如果是为正当经营而借贷，但由于
经营失败最终导致无法偿还贷款，通常被
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集资
人集资是出于诈骗的目的，骗到钱就跑

路，通常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提醒
有了防范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

针对非法集资类犯罪，网上有一句话
形容得很贴切：“你盯着人家的收益,人家
盯着你的本金。”惠济区法院的法官提醒广
大市民，近年来，形式多样、花样不断翻新
的非法集资类犯罪时有发生，在防范非法
集资时要做好三个方面：一是提高识别
能力，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坚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捂紧钱袋子，自觉抵
制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是增强
防范意识，在决定投资前一定擦亮眼睛，
到要投资公司或项目实地了解情况，并
且要到工商等部门事前查明该企业的相
关证照及经营情况；同时要注意签订规
范化的合同，一旦发现合同内容明显显
失公平，应要求修改或当场拒签。三是
增强维权意识，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出现问题要通过合法
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接受非法集资者
提出的“私了”甚至非法途径解决，从而给
自身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旦发现身
边有人从事非法集资活动，应第一时间报
案，避免更多人蒙受损失。

捂紧钱袋子 别让高息蒙蔽双眼
□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鲁维佳 任斐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非法集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说
法，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含义以及区别。本文结合具体案例，由郑州市惠济
区法院的法官给大家好好讲讲什么是非法集资，面对形式多样、手段不断翻
新的非法集资，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深化品牌创建 提升司法警察警务保障能力

检察官志愿服务队助力高考学子

依托网络优势 推进信息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