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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付
康生 徐巧巧）7 月 9 日晚，平顶山市中级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冠华先后到新华区法
院、湛河区法院调研督导“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看望慰问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工作岗
位的执行干警。新华区法院代院长杨红卫、
湛河区法院院长王民克等陪同。

刘冠华先后来到新华区法院执行指挥
中心、湛河区法院执行局，同执行干警进行
了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干警的工作生活情
况，对大家深夜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表示慰

问。刘冠华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提出
要求：一要充分认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的重要意义。紧盯第三方评价指标体系，主
动认领工作短板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工作
举措，进一步增强执行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二要切实加大执行工作宣传的力度。
要高度重视对执行工作的宣传，充分宣传执
行干警放弃节假日、将工作之外的时间用于
开展执行工作的事迹，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
对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的认同和支持，营造
良好的执行工作氛围。三要着力补齐短

板。针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不足，进
一步加大与区委、区政府的沟通协调力度，
最大限度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全力解决执行
中人手短缺、经费缺乏等问题，构建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强大合力，坚决完成“基本解决
执行难”目标任务，向区委和全区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慰问过程中，干警们对刘冠华的关心和
鼓励表示感谢，表示一定坚定决心信心，克
服困难障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待，坚决
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张丽）近日，平顶山

市卫东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了一
位婚姻中屡遭家暴的女士张某。

原来，张某与丈夫王某结婚多
年，育有一子，但双方经常因为琐事吵

架，王某甚至动手殴打张某。张某早就
有了离婚的想法，但每次一提起离婚，丈

夫就偷偷把孩子带到外地，拿孩子威胁
她。近两年，王某经常问张某要钱，不给
就暴力殴打张某，夫妻关系急剧恶化。援
助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张某的实际情况，决
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立即指派办案经验
丰富的律师为其办理该案。

律师接到指派后，深入张某居住的社区，走
访周围邻居，获取了大量证据材料和证人证言，
为开庭做好了充分准备。庭审过程中，在大量事
实证据面前，王某终于承认了错误。在法院和承
办律师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离婚协议。结束
噩梦般婚姻的张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日前，叶县司法局机关全体党员及帮扶责任人奔赴夏李乡郭庄村和葛庄
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将主题党日活动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针对此前对贫
困户进行电话回访所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党员和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人员不
畏酷暑，将问题查访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列出了问题清单，落实到每一位帮
扶责任人。 通讯员 陈子卉 摄影报道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孟静）为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加强机关党的基层组织
和党员队伍建设，日前，平
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党组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党建工作，
并对下一步党建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会上，该院全体党组成员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党的建设的讲话精神，及省检
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关于抓好新
时代检察机关党的政治建设的
具体要求，听取了全院党建工
作开展情况。

就如何更好持续推进党建工
作开展，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常辉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建设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
和政治站位，持之以恒抓好党建
工作。要严格责任担当。党支部
书记要切实履职，加强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
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和引领表率
作用，严于律己，以上率下。以更
严的要求压实党建责任，以更实
的举措带动整体推进，以更高的
标准建强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党
建工作整体质量和水平。要严格
落实工作。坚持党建带队建，积
极用党建工作推进整体工作。坚
持把党建工作作为履行检察监督
职能的基础工作、重点工作来
抓。切实落实检察机关党建工作
责任制，把握机关党建工作思路，
掌握工作方法，定期研究推进党
建工作，确保党建各项工作措施
落地见效。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郑鹤凌）
“这里是叶县广播电视台脱贫攻坚专题节目，今

天的《晨钟送暖》为您播报我县此次脱贫攻坚巡
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7月10日6时25分，
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的“扶贫广播”准时响起。

“我们年纪大了，电视看不清，手机不会
玩，啥也不知道，有了这个广播，听听国家政
策、法律法规，啥能干、啥不能干都知道了。”
该村60多岁的贫困户童路军说。

叶县实施“广播扶贫”工程以来，取得良
好的效果。叶县纪委监察委利用扶贫广播
传播快、范围广、易于接受这个载体优势，
主动联系电台，增设了普法宣传栏目，围
绕廉政主题，播放国学经典、党规党纪、
案例剖析、移风易俗等内容。“廉政元素”
的介入，一方面丰富了扶贫广播的内
容，另一方面依托扶贫广播，传递清廉
好声音，在党内法规宣传、政策解读
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
用，同时也助推了执纪审查、县乡
巡察等业务工作。

目前，2 万台专用扶贫便携
式收音机已发放到了农民手

中 ，该 县 554 个 行 政 村 、
1372 个自然村全部安装

大喇叭，实现了扶贫广
播全县扶贫村全覆

盖，也将清廉好声
音送到千家万

户。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路
仕杰）日前，宝丰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重大网
络电信诈骗案件，打掉一个利用虚假彩票
网站实施诈骗的团伙，抓获刘某、颜某等
10名犯罪嫌疑人。

2018年5月29日，宝丰县公安局接到
该县居民许某报警称，自己通过微信好友
认识了一个自称王某的人，王某向其虚构
靠网站买彩票致富的骗局，将其拉入一个
名为“财富讨论”的群里，后犯罪嫌疑人刘
某以该群群主的身份，指导许某在该网
站平台上注册账户、投入资金、购买彩
票，许某先后在该网站上投资10余万元
购买彩票。案发当日下午，许某发现自
己平台账户内的12万元现金被清零，
并且联系不上对方，这才报警。

接到报警后，宝丰县公安局高度
重视，随即将案情上报至平顶山市公
安局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市公安局
立即抽调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
宝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精干力量成
立专案组，对该案件进行全力攻
坚。专案组历经一个多月，辗转湖
南、贵州、重庆等地，于7月6日在
重庆市江津区一小区出租屋内成
功端掉该电信诈骗团伙窝点，抓
获犯罪嫌疑人10人。

警方经审讯得知，自 2017
年11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刘
某伙同颜某等人在互联网上
虚设彩票网站，利用微信骗
取受害人的信任后，让受害
人购买彩票，而后通过控制
虚设的网站后台实施电信
诈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打掉利用虚假彩票网站
诈骗团伙

宝丰县公安局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刘娜）日前，宝丰
县“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联席会议在宝丰县法院召开。
宝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桓贯超，宝丰县法院党组书
记、代院长沈伟轩以及县检察院、公安局、工商局、房管局
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沈伟轩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解决
执行难需要解决的问题等方面通报了宝丰县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参加会议的各联动单位负
责人针对联合惩戒，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发表了意见和
建议，并表示将全力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桓贯超要求各相关单位要互相配合，加强沟通，
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
立行使执行权，协助人民法院排除执行工作中遇到
的干扰和阻力。法院要严格执法，秉公办案，依法
采取执行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或违反党纪、政
纪，消极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的单位和人员，坚
决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法院发现党员和公务员
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要及时向县委和
县委政法委报告，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及时将案
件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纪处理。

宝丰县

召开联席会议
形成破解执行难工作合力

屡遭家暴
法律援助帮维权

推动党建工作扎实开展

新华区检察院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胡爱民
陈洁）今年以来，鲁山县司法局采取多项措施，全
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积极开展宣传。该局工作人员多次深入乡
村、社区、景区等人口密集区域进行法律援助宣
传，同时利用“鹰城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进行宣传，为农民工答疑解惑，使广大农民工知道
如何方便快捷申请获得法律援助。

开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该局为农民工申请
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开通绿
色通道，涉及群体性案件实行多人同时办理，做到“当
日受理，当日指派律师办理”；外地农民工申请法律援
助时，如情况特殊、紧急的可先援助，后补办相关手续。

拓宽申请渠道。该局加大工作力度，加强与各法律
服务机构，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室及劳动等部门的沟
通协调，积极拓展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申请渠道，加大群
体性诉讼案件办理力度，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今年以来，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已先后受理各类农
民工案件54件，解答农民工法律咨询150余人次，挽
回经济损失27.93万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他们的
合法权益，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

多项措施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郜
国阳）近期，叶县检察院开展了系列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全院干警观看爱国主义电影，
组织各支部党员干警赴李公甫村开展固定
党日活动，帮助贫困户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组织干警参加迎七一演讲比赛。7 月 9 日，
该院又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赵弘军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
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与支部成员开展
讨论交流。

在组织生活会上，全体党员结合自身实际

以及工作情况，对照党章深入查找了自身问
题，谈了感受认识。赵弘军结合该院工作实际
对党员干警提出工作要求：要有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切实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
性，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做到业
务水平高，把工作任务当机遇干，做到手上有

“好活”，成为行家里手；要做到工作作风严谨，
把认真精神贯穿到工作的方方面面，精益求
精；要做到自身形象好，强化进取之心、自律之
心，做到身上有正气。

叶县检察院 加强党员教育 锻造过硬队伍

扶贫广播
传递清廉好声音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冠华深夜慰问执行一线干警

增强执行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