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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取缔首批
非法社会组织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伍红
梅）近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省民
政厅了解到，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
理局公布了第一批取缔（劝散）非
法社会组织名单，提醒广大群众在
参与有关社会活动时，注意核查社
会组织的合法身份。
第一批取缔（劝散）的非法社
会组织有 33 家，
其中包括：
郑州智慧养老推广中心、中牟
县官渡镇十里铺幸福院、南阳市硬
笔书法教育协会、世界汉诗协会南
阳分会、南阳市旅行社协会、南阳
葫芦丝巴乌学会、南阳市文物保护
志愿者协会、河南省信阳市收藏家
协会、商水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中
国 国 学 文 化 研 究 会 、世 界 刘 氏 联
盟、赵氏宗亲世界联合会、平顶山
市跑友会、郑州全人心理研究院平
顶山分院、平顶山市工程管理服务
中心、平顶山市天地跆拳道教育、
鲁山县三官庙理事会、中华太极拳
传承谱系编撰委员会、孔孟宗亲会
和孔孟思想研究会等。

边查找边改进
边整改边提高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陈金华 葛文利）11
月 5 日，虞城县人大常委会在虞城
县法院召开人大评议执行工作问
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会。
会上，虞城县法院副院长葛福
臣围绕评议组反馈的 7 个方面的主
要问题，从“加强执行理念教育、强
化执行工作监督，落实执行主体责
任、
构建执行长效机制，
加强执行信
息化建设、
增强服务大局意识”
等方
面，
制定出 23 条具体整改措施，
以解
决司法理念、
监督机制、
执行规范化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边查
找边改进、
边整改边提高。
评议组要求，问题整改是否到
位是评议的重中之重，要把书面和
口头的整改化为实际行动，真改实
做，切实整改到位。希望县法院能
抓住这次县人大组织的执行工作
专题询问会的机会，就执行工作进
行深度宣传，营造舆论环境，争得
全社会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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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节来临
反诈民警支招防骗
冒充网商客服诈骗套路
第一步：
声称由于员工误操作被设置成 VIP、至尊会员或批发
商，享有该网商所有商品 7 至 9 折优惠，但每个月会扣款 500
元，一年共 6000 元，扣款是由银联中心直接扣款，扣款时间
就是今天 9 至 24 点，若不取消，随时会扣款。
第二步：
声称商城非常重视，
开通 VIP贵宾专线，
进行取消登记发
送委托文件，
由银行帮助办理，
电话可以直接转接至银行。
第三步：
强调办理过程中需要获得唯一取消凭证“回执单”，称
在办理过程中一旦发生扣款，可以凭回执单退款。然后，要
求受害人将所有存款转账至某行长或副行长的安全账户。
其间，冒充客服的骗子会要求受害人向贷款平台进行
借贷，
并将借贷所得款项全部转账。

许昌市中级法院召开
以案促改工作警示教育会

强化警示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

濮 阳 市 举 行“119 消
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打造更加平安的
消防安全环境

平安伴我行
特警进社区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王
悦）个人信息、网购信息、快递信息被泄
露，冒充购物客服，诈骗套路环环相扣
的新型诈骗随之而来。如何擦亮眼睛
远离陷阱？在双十一网购节来临前，河
南法制报记者走进郑州市公安局反诈
中心，随民警郝锐一起揭开冒充网商客
服诈骗的层层套路。

防骗方法和提醒
1.不向陌生人泄露个人信息

3.选择信任度高的电商

增强自身防范意识，不要随
意向不明身份的人通过电话、
即时
通信设备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网上购物选择信任度高的
电商网站，不要随意注册不知名
的购物网站。同时，在其他设备
登录购物网站，离开时记得退出
并清除相关信息。

2.拨打购物网站客服热线查询
由于骗子打电话之前可能
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个人信
息，并通过谎称购物网站客服提
供这些信息来降低受害者的警
惕性，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先挂
掉电话，直接拨打正确的购物网
站的客服热线进行查询举证。

4.及时拨打防骗热线
如遭不法侵害，可以第一时
间拨打郑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
开通的防骗热线 66221110，由警
方对犯罪分子作案账号进行快速
封堵，
最大可能地挽回财产损失。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徐晓勇 杨海斌）11 月 6 日，许昌市中级法院召开
以案促改工作警示教育会。
会议宣读了在全市两级法院开展干警从事
或参与违规借贷等营利性活动专项清理的活动
方案等通知。重点岗位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岗
位职责作表态发言。全体干警参加了以案促改
知识测试，
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
就如何做好以案促改工作，
该院党组书记、
院
长韩玉芬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把以案促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精心
组织实施，
深入剖析整改，
以案促建、
以案促管，
踏
踏实实将这项工作贯彻落实下去。要紧盯问题，
划清责任，找准症结，精准发力，制定完善有针对
性的防控措施，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制约，切
实加强惩防体系建设。要坚持
“四个决不放过”
的
标准，
严格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
把坚持标本兼治
推进以案促改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对敷
衍应付、推卸责任、整改措施不到位、制度执行不
力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严肃问责追究。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
员 李占会）近日，濮阳市举行“119 消防宣传月”
启动仪式暨大型综合性应急救援演练。仪式上，
濮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韩晓东宣读了《濮阳市 2018
年“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该市中小学生代
表发出了消防安全倡议。
濮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郭智深在仪
式上说，今年以来，濮阳市火灾防控工作成效
显著，火灾形势持续平稳，全市未发生亡人和
有较大影响的火灾事故，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各县（区）要加强组
织领导，统筹协调各方，努力形成全民参与的
消防宣传格局。各职能部门要发挥行业优势，
创新消防宣传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消防宣传
教育。广大市民要加强对消防法律法规、防火
灭火知识的学习掌握，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
维护消防安全秩序，共同打造更加平安的消防
安全环境。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观摩了大型综合
性应急救援演练。

渠水滔滔 誓言铮铮
一渠绕群山，精神传天下。11 月 2 日，尉氏县法院
党员干警赴“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旗渠开展
“5+N”主题党日活动。
走一段红旗渠、温一遍入党誓词、走一遍纪念馆、
看一场纪录片，党员干警深入学习红旗渠精神，深受震
撼和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契
机，把先进典型的事迹和精神带回去，领会好、学习好、
发扬好，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
图为干警在青年洞前重温入党誓词。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通讯员 郭炎方 摄影报道

检察为民 接受视察
为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让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更好地了解、监督和支持检察工
作，11 月 7 日上午，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邀
请部分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走进该院
视察 12309 智能化检察为民综合服务网络平
台工作情况，调研指导该院“检察为民新体
验”
主题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效金
曹晓煜 摄影报道

图
■说新闻

本 报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杨
勇 通讯员 文武）
“再不听话，让警
察把你抓走。我小时候我奶奶也是
这样吓唬我的，虽然我父亲就是警
察。”
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陈
亮的提问逗得师生们前仰后合。
11 月 8 日上午，在郑州市凤凰
台办事处党群活动中心多功能厅，
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党员志愿服
务队队员陈亮给辖区的学生们带来
了一场安全防范知识讲座。他从警
察的专业角度用现场演示等容易理
解接受的方式，为同学们讲述了校
园安全防范、校园防欺凌、遇到突发
事件，
如何自卫防身等安全知识。
民警告诉大家，警察是人民的
守护神，要树立警察在孩子心目中
正面形象，警察希望孩子在感到害
怕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跑向警
察，
而不是被警察吓跑。
据悉，郑州特警在全省公安机
关率先成立党员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
开展自救演练、安全教育、法律宣传
等活动，
弘扬传播郑州特警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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