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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检察机关文明执法先进事迹展播三门峡市检察机关文明执法先进事迹展播

平安三门峡

本报三门峡讯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
建刚）9 月 20 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三门
峡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响以来，
三门峡市公安机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扫
黑除恶取得了阶段性战果。截至目前，全
市共立案侦办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 4 起，立案侦办恶势力犯罪集团
9 个，立案侦办恶势力团伙 13 个，抓获涉
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358 人，查询冻结扣押
非法资产 3000 余万元；共抓获涉黑涉恶
公职人员 4 人、村干部 34 人，其中人大代
表 3人、政协委员 1人；抓获黑社会性质组
织“保护伞”6人。

提升政治站位，抓好部署推动。市公
安局强化工作领导和部署推进，先后 16
次召开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和工作推进

会。三门峡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杰
亲自听取和研判重大案件侦办情况，专题
研究和破解人员配备、经费所需等难题。
目前，该局“扫黑办”15 名专门力量已经
配备到位，200 万元扫黑除恶准备金确保
实报实销，为坚决打赢这场硬仗提供了强
有力保障。

深入摸底排查，落实“三项机制”。一
是线索滚动摸排机制。明确了 12 类摸排
重点，全方位摸排重点地区、行业、领域，从
群众举报、案件办理中筛查发现涉黑涉恶
案件线索，已提取线索 1116 条，经研判有
效线索达381条。二是线索核查责任倒查
机制。对每起线索，按照“属地为主、分级
负责、及时核查、妥善办结”原则，落实“三
长负责制”和“一案双查制”要求，做到件件
有结果，件件有着落。三是线索双向移交

机制。与各成员单位之间建立涉黑涉恶线
索发现移交、登记造册、核查签收制度，提
高核查效率。

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打好三仗”。一
是打好主动仗。保持凌厉攻势，强化专案
攻坚，在深入研判、细致侦查基础上，对条
件成熟的案件果断开展收网。二是打好攻
坚仗。严格落实“市局扫黑、县局除恶”案
件侦办责任制，市公安局主要领导挂帅侦
办4起涉黑团伙案，采取独立专案组、提级
侦办等措施，历经近半年攻坚，现已抓获涉
黑嫌疑人 91 人。三是打好整体仗。统筹
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市局组成多部门专
家组，全力服务专项斗争开展。针对正在
办理的10起专案，选调业务骨干40人加强
扫黑除恶案件侦办，确保侦查工作顺利进
行。

一本本案卷的翻阅，一份份材料的撰写，一
次次庭审的历练，近 10 年的公诉工作经历，陈
丽霞逐步积累了办案经验，日益成长为一名公
诉业务骨干，在三尺公诉席上让涉案人感受
到检察机关司法的温情和温度。

陈丽霞，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任三门峡
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员额检察官，曾荣立
个人三等功一次，获得嘉奖一次。自实
行员额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以来，她共办
理各类案件 46 件 88 人，办案数量接近
全处近三分之一。长期以来，她不是
埋头在案卷堆里，就是奔走在看守
所，或是坚守在公诉席上，保持了较
高的办案水平，所办案件均作出有

罪判决，无一起涉检信访案件。她先后办理了
员某抢劫灭门案、全市近年来贩毒数量最大的
曾某等人贩卖毒品案、陈某等 3 人故意杀人案
等一系列重死刑案件，其中员某经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已被执行死刑。

在办理儿子杀死父亲的惨案时，陈丽霞面对
当事人家属的焦虑、煎熬及倾诉，细致分析，耐心
解答，积极联系控申部门，开展司法求助，让他们
感受到检察机关司法的温情和温度，收到了较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陈丽霞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以法律捍卫人民的权
益，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与正义，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热情服
务的有机统一。

9月23日，河南省庆祝首
届农民丰收节西部分会场·灵
宝苹果采摘季活动在灵宝寺
河山苹果小镇隆重开幕。为
确保此次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灵宝市公安局周密安排部署，
加大安保力度，通过严密现场
管控、严格场地安检、严格车
辆控制等一系列安保措施，圆
满完成了此次安保任务。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通讯员易鑫 摄影报道

本报三门峡讯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王斐）“我们是湖滨区检
察院的检察官，能否听清我们的声音？
屏幕上能否看清我们的画面？”近日，三
门峡市湖滨区检察院干警运用远程提
审系统，通过视频讯问一名涉嫌盗窃罪
的犯罪嫌疑人，这是三门峡市检察机关

“三远一网”系统建成后，首次使用该系
统实现远程提审办理案件，在全市检察
系统开了先河。

在整个提审过程中，检察官对有关
案件事实逐一进行调查核实，视频画面
与声音清晰流畅，实时同步传输，并全
程同步录音录像。提审结束后，检察官
将讯问笔录通过远程打印机将笔录打
印，由该院法警现场交由被告人核对签
字后带回。

据悉，远程提审是以数字化网络会
议系统为基础，通过在看守所和检察院
讯问室内配置网络会议终端、电脑、液
晶电视、物证展示台、网络打印机等设
备，实现集高清音视频、远程示证、打
印、同步录音录像于一体的实时提审。
该院制定了《湖滨区人民检察院远程提
审工作细则》，保障讯问过程的规范化
和讯问实体的公正性。

该院检察长尚粉红告诉河南法制
报记者，远程提审系统的启用，不仅节
约了诉讼成本，还使检察官将更多的时
间精力投入案件审查、证据分析本身，
切实促进了司法办案提质增效，为检察
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马建
刚 通讯员 王飞）三门峡市检察院民行处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精神，不断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运用抗诉、提请抗诉、再审检
察建议、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移送职
务犯罪线索等多种监督手段，提升法律监
督层次，增强法律监督效果。近年来，面
对大量的不支持监督申请案件，民行部门
工作压力巨大，释法说理任务繁重。工作
中，该院民行处加强案件风险防控，对 208
起不支持监督申请案件当事人，加强沟
通，耐心细致，文明谦和，认真阐明法理，
打开心结，化解积怨，争取当事人理解、服
判息诉，尽力化解矛盾，降低风险，促进了
社会和谐，维护了社会稳定。

该处成功办理赵某某与三门
峡平安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返还
财产纠纷案、李某某与灵宝市朱阳
镇寺上村上村组债权纠纷案、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灵宝支行诉张某某等
人借款纠纷 10 起系列虚假调解案、
陈某某抚养纠纷案、许某某与吕某某
合伙纠纷案等一批抗诉案件，取得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门峡市检察院民行处加强对基
层检察院的指导、督办。灵宝市检察院
借助3+2模式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监督，
就国土、质监、食品药品监督、林业等部门
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纠正，收到较好效果。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王飞李娜

陈丽霞：三尺公诉席上的人文关怀

本报三门峡讯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
建刚 通讯员 李英 李玉涛）为了保持打击
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态势，按照省高院统
一部署，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渑池
县人民法院、灵宝市人民法院于 9月 19日
对恶势力犯罪集团 2 案 43 名被告人进行
了公开宣判。

渑 池 县 人 民 法 院 对 被 告 人 古 某
飞、李某毅等 37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进
行公开宣判，依法对恶势力犯罪集团

的首要分子古某飞以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 8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对李
某毅等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李
某 毅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4 年 ；对 另 外 多 名
被告人以犯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 7 年 6 个月至拘役 4 个月不等的
刑罚。

灵宝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刘某等 6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公开宣判，以聚众
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对被告人刘某等 6 人

作出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至 1 年不等的刑
罚。

公开宣判后，两家法院均召开了新闻
发布会，介绍了本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情况，公布了多起涉恶典型案件，并回
答了记者提问。

此次集中公开宣判，充分展示了三门
峡市两级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
和信心，对黑恶势力犯罪起到了有效的震
慑作用。

三门峡市警方亮剑黑恶显成效

公开宣判震慑犯罪

湖滨区检察院
远程提审

翻开“智慧检务”新篇章

陕州区法院
摸排蹲守智擒失信被执行人

三门峡市检察院民行处
拓宽法律监督范围 服务社会大局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徐瑞龙陈峰
龙员南）近日，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经过数小时
摸排蹲守，终于将一名长期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司法拘留。邢某
某与梁某某、秦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后，梁某某、秦
某某却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邢某某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陕州区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梁某某、秦某某送达了相关
法律文书，并将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当日，陕州区法院执行干警李强接到线索举报，称秦某某承
包了一辆灵宝至三门峡的客车，目前从事客运工作。李强遂安排
两名执行干警扮成乘客，蹲守摸排过往客车。未避免打草惊蛇，
其余3名执行干警及警车隐蔽起来。经过近3个小时的耐心摸排
才等来秦某某驾驶的客车，执行干警迅速出击将秦某某控制带回
法院。鉴于秦某某拒不报告财产情况且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确
定的义务，陕州区法院依法决定将其司法拘留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