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乡县纵横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车辆行车
证、道路运输证长期未进行年度审验，拟申请车辆
管理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车牌号给予登报
注销。自登报之日起5日内请车主来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视为自动与公司解除挂靠关系。车牌
号分别为：豫RJ393挂，豫R43436，豫RH139挂，
豫RJ616挂，豫RJ678挂，豫RK557挂，豫RL186
挂，豫 RL112 挂，豫 RL375 挂，豫 RL969 挂，豫
RH462挂，豫R44027，豫RL078挂，豫R41783，
豫 RE621 挂 ，豫 R43448，豫 RL251 挂 ，豫
R40200，豫RA854挂，豫R40171，豫RL019挂，豫
R41330，豫R47019，豫R44993，豫RL629挂，豫
RL891挂，豫R44117，豫R40015，豫R43970，豫
RH445挂，豫R40805，豫RH483挂，豫R44717，
豫RL710挂，豫R44197，豫R44757，豫R44119，
豫 RA934 挂 ，豫 R44707，豫 RM315 挂 ，豫
R40311，豫RF8998，豫RN511挂，豫RF1018，豫
R43827，豫R43965，豫RL966挂，豫R40065，豫
RE351挂，豫RA748挂，豫RA1633，豫R7359挂，
豫R41872，豫R44683（共：5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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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
讯员 李继玲）11 月 1 日、2 日，履新伊始的郑
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东辉下沉基层，赴
金水区和二七区调研，通过实地调研熟悉工
作，了解基层政法综治工作的开展情况。

两天时间里，于东辉一行先后来到金水区
省委社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金水路公安分
局和二七区信访接访大厅、二七区检察院、二
七区综治中心、嵩山路公安分局，详细了解社
会矛盾纠纷化解、群防群治立体化防控体系建
设、智能监控信息平台使用和检察机关办案信
息化系统提升等工作的开展情况。调研中，于

东辉看得专注、听得认真、问得仔细。在省委
社区，当得知省委社区老年义务队巡逻队及
时发现和制止了许多违法犯罪行为时，于东辉
交口称赞。在二七区检察院，观摩该院的信息
化办案系统后，于东辉现场提出建议，尝试将
公、检、法单位的办案系统规范统一、信息互
通，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强力技术支持。

调研后的座谈会上，于东辉对金水区和
二七区的政法综治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同时
要求，做好政法综治工作，要把坚持党对政法
工作的绝对领导作为生命线和最高原则，政
法各单位要把各自的工作统一到党委的安排

部署之中，全力服务本地区发展的整体大
局。同时指出，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要有责
任、敢担当、愿担当、会担当、能担当。要通过
抓认识、抓基础、抓重点，筑牢基层基础工作，
善于运用群防群治力量，把群众的满意作为
政法综治工作的最终目标。

于东辉最后说，要切实加强政法队伍建
设，既要从严治警又要从优待警，既要用铁的
纪律约束干警，又要有优待的措施，要把队伍
建设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努力打造一支让党
放心、让百姓满意的政法队伍，为省会郑州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东辉在基层调研时提出：

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最终目标

本报漯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华 通讯
员 史亚娟）11月2日，漯河市政法工作推进会
召开，传达贯彻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精神，分析研究当前政法工作面临形势，安
排部署年底前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
政法工作目标任务。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李军信，市中级法院院长陈松林，市检察院检
察长陈连东等出席会议。会上，公、检、法、
司、信访等部门负责人分别对年底前的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上，李军信肯定了全市政法工作的
成绩。他说，今年以来，各级政法、信访部
门忠诚履行职责任务，从严从细从实做好
政法稳定信访工作，全力推进平安漯河、法
治漯河和过硬队伍建设，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和社会稳定取得了新成效，扫黑除恶取
得了新突破，平安建设迈出了新步伐，法治
建设取得了新进展，政法队伍建设再上了
新台阶。漯河市政法机关成功打响全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枪；在全省反邪教基

层基础建设现场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今年
上半年，该市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93.8%，全
省排名第七位，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

为全力做好接下来的政法工作，会议决
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60 天的社会治安

“大宣传、大防控、大走访、大化解”活动和“雪
亮工程”建设，大力开展社会面管控、公共安
全管理和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重点
工作，努力实现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双
提升，不断开创新时代漯河政法工作新局面。

漯河市政法工作推进会要求

努力实现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昌 通讯员 储涛）11 月 1 日上
午，洛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吴志军带领该院班子成员及帮扶责
任人一行 40 余人，前往栾川县合峪
镇马丢村 180 户村民家中开展“九
个一”大走访活动。

“九个一”即开展一次脱贫攻坚
集中宣讲，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提供
一条致富信息，梳理一份政策落实
问题清单，开展一次庭院卫生环境
整治，化解一批信访突出问题，选树
一批创业致富带头人，发展一批农
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壮大一批村集体经济。
每到一户，走访组成员都详细询问
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补贴发放情况、
家庭收入情况、人员就业情况及健
康状况，并认真记录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

下午，吴志军专程到合峪镇酒
店村开展脱贫攻坚集中宣讲活动，
看望贫困群众和长期坚守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扶贫干部，宣讲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和
脱贫攻坚政策。

调研中，吴志军与村民开展座
谈交流，详细询问各项扶贫政策落
实情况，征求群众对扶贫工作的意
见建议，勉励大家要在党委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聚焦目标任务，积极主
动作为，倾力攻坚克难，按照预定时
间顺利实现脱贫退出，同全市人民
一道步入全面小康社会。

“九个一”大走访
推进脱贫攻坚

卖豆记 □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樊帅 张立强/文图

11月2日，星期五，扶沟县法院帮扶责任
人邹鹏举在处理完手头的案件后，及时深入结
对帮扶村——固城乡海岗村。

在走访完几户帮扶户后，邹鹏举来到了海
金钟家。走进堂屋，他发现与堂屋连着的卧室
囤积了一整间房的小麦，走进陪房察看，又发
现房间囤积了占房间面积三分之二的大豆，小
麦和大豆均堆放着，没有用袋子装起来。邹鹏
举问为啥没有出售，海金钟解释说他们夫妻俩
常年有病，没有力气搬运，也想等等卖个高
价。邹鹏举听完心头一阵酸楚……

他立即拿出手机向驻村第一书记孙彦海
进行了汇报，联系上附近的豆商。豆商很快开
车到来，看过豆子后，给出每斤1.9元的价格。
海金钟夫妇认为价格低，不愿意卖。此时，邹
鹏举将海金钟夫妇家庭的实际困难作了解释，
豆商深受感动，也动了恻隐之心，将价格涨至
每斤1.95元。但海金钟夫妇还是认为价格低，
犹豫不决。

这时，邹鹏举将豆商叫到一边，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最终，豆商将价格涨至每斤
1.98 元，并说：“行了就卖，不行就走人，这
是目前收的最高价格了，这是散豆，还得掏
力气装袋……”海金钟夫妇坚持低于每斤2
元不卖。眼看该桩买卖要泡汤，邹鹏举当
机立断，中间每斤2分钱的差价由他自己来
出。豆商这才满口答应。

接下来是装袋，邹鹏举不由分说，撸起
袖子和豆商一起干了起来。孙彦海和该院
副院长严建波闻讯后也一起来装袋，近一
个小时的工夫，43袋已装好（如图）。过磅、
记录、算账、查钱、验钱，扶贫法官的劳作深
深感动了海金钟夫妇，他们连连摆手不让
邹鹏举给付差价，但邹鹏举郑重其事地说：

“我是一名法官，对群众的承诺不能不算
数。”他毫不犹豫地补齐了差价。

看着车上装满粮食，邹鹏举心中满满的收
获感，满满的幸福感，满满的成就感……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李乃栋）近日，光山县
委常委会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宪法知识，县委常委会组成人员
参加，县委办、宣传部、政法委、司法
局等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参加了学
习。

会议要求，全县领导干部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及习近平总书记
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重要思想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摆在突出位置，吃透精神实质，
把握思想内涵；发挥领导干部带头
作用，率先垂范，做尊崇宪法、学习
宪法、弘扬宪法精神的“领头雁”；要
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全面依法治县，
以宪法为准绳，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实
际问题，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光山县

县委常委会
带头学宪法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徐晓勇 牛丹）11月1日
下午，许昌市中级法院聘任的 20 名
新一届司法监督员，应邀到该院参
观并进行座谈。

司法监督员们依次参观了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史长廊、荣誉室、廉
政文化基地、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展示，并实地体验诉讼服务中心、
智能审判庭等司法便民设施。

座谈会上，该院党组书记、院长
韩玉芬向新一届司法监督员代表颁
发了司法监督员聘任书。该院党组
成员、纪检组组长张军向监督员们
通报了该院 2018 年以来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监督
员们纷纷点赞法院工作，并对法院
工作提出意见和司法建议。

韩玉芬说，司法监督员是人民
群众了解法院工作的重要窗口，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全力支持和配
合司法监督员开展监督工作，积极
创造监督员依法履职的环境，切实
保障监督员履行职责。希望每位监
督员能够积极履职尽责，常沟通、多
建言，做好全方位监督，当好法院党
风廉政和作风建设的参谋，进一步
推进法院公正廉洁司法，进一步密
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
引导群众选择合法途径解决矛盾纠
纷，共同促进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

许昌市中级法院
聘任新一届司法监督员

全方位监督
助廉政建设

洛阳市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