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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瀍河区检察

院联合瀍河区司法局针对社区矫正人
员开展巡回检察，与辖区在册社区矫正
人员谈心谈话，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开展情况，摸排涉黑涉恶线索，积极
引导社区矫正人员参与到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来，做到不参与、不包庇黑恶
势力，积极同黑恶势力作斗争；同时，要
加强自律、严格守法。

检察干警深入辖区 7 个司法所，核
对在册人员名单，查阅社区矫正工作档
案，通过逐一走访排查，了解矫正对象的
工作、生活、思想状态，与司法所工作人
员面对面沟通交流，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下一步，瀍河区检察院将认真履行
刑事执行监督职责，坚持定期巡回检察，
强化社区矫正人员的守法意识，确保社
区矫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孙亚博）

公开销售盗版书 终被判刑
本报讯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

期间，李某利用淘宝网公开销售盗版书
籍，此外，执法人员还在李某的仓库内查
获大量盗版书籍，价值 590309 元。近
日，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
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30万元。（刘帅成范月）
夫妻欠钱全家外逃 拘传丈夫执结两案

本报讯 被执行人张某和夏某系夫
妻关系。夫妻二人均因拒不履行还款
义务，被诉至正阳县法院。在执行过程
中，执行干警多次到张某家中，其家中
一直无人，并拒接执行干警电话。近
日，执行干警得到线索称张某的丈夫夏
某刚到家中，遂将夏某带至法院，夏某
仍不松口。执行干警遂准备对夏某实
施司法拘留，夏某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履
行妻子和自己所欠的共计94241元执行
款，两案顺利执结。 （徐翔 王豪娟）

内乡县宪法宣讲团走进中小学校
本报讯 为引导青少年学习宪法、

尊崇宪法，树立宪法意识，养成遵法守
法习惯，近期，内乡县宪法宣讲团与全
县各中小学校结合，先后在湍东镇初
中、内乡七小、师岗初中等中小学校开
展“学宪法、讲宪法”法治进校园活动，
受到在校师生的热情欢迎，激发了在校
学生学习宪法的热情。 （张成念）
法官千里追踪“老赖”追回欠款8000元

本报讯 2013 年，杨某向刘某借款
8000 元，并口头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
因杨某未及时归还借款，刘某将其诉至
永城市法院。执行干警在执行该案时，
因杨某下落不明，无法进行有效执行。
近日，执行法官收到消息称杨某在广州
打工，遂连夜奔赴广州。见到杨某后，
执行法官向杨某释法明理，最终杨某答
应履行还款义务。执行法官来回 1000
多公里、历时 36 个小时的长途奔袭，终
于使长达5年的“骨头案”成功执结。

（祁飞 何磊）

为加强废品收购业治安管理为加强废品收购业治安管理，，预防和预防和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近日近日，，封丘县公安局应封丘县公安局应
举派出所对辖区废品收购行业开展突击检举派出所对辖区废品收购行业开展突击检
查查，，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张进昌张进昌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近日近日，，一名湖北籍群众对获嘉县公安一名湖北籍群众对获嘉县公安
局黄堤派出所全体民警表示感谢局黄堤派出所全体民警表示感谢。。原来原来，，
早在早在1010月月2727日日，，黄堤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黄堤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
报警称报警称，，自家媳妇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自家媳妇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孩子
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所长郭辉带领所内民警多方寻所长郭辉带领所内民警多方寻
找找，，最终于当日晚上在狮子营村一村民家最终于当日晚上在狮子营村一村民家
中找到该妇女和孩子中找到该妇女和孩子，，使得一家人团聚使得一家人团聚。。

马妍马妍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本报讯 11 月 1 日，洛阳市公安局宣传
处处长范进通一行到洛宁县长水镇、马店
镇、城关镇、城郊乡以及洛宁县公安局等
地进行了暗访调研，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工作。

此次暗访调研采取走街串巷实地观
看、入村到户走访群众、召开民警座谈会、
检查工作台账、听取派出所和县公安局领
导工作汇报及反馈意见建议等方式，力求
全面掌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开展
情况。

范进通一行对乡镇派出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派出所
院外墙体固定宣传标语给予赞誉。

在洛宁县公安局，范进通仔细查看了

“洛阳市公安局扫黑除恶典型案例（一）、
（二）、（三）三张大型宣传海报”粘贴情况和
墙体标语粉刷情况等，对洛宁县公安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并希望洛宁县公安局再接再
厉，乘胜前进，继续加大宣传工作力度，确
保宣传工作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
人心的效果。

11月 2日上午，洛宁县副县长，县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马怀庆听取了工作汇报，
要求以此次暗访调研为契机，思想认识再提
高，强化责任抓落实，对照标准抓整改，质量
成效再提升；进一步增强全县人民群众扫黑
除恶的信心和参与意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张伯伟）

本报讯 11月1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
院干警在华商大道开展反间谍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院干警向过往群众发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宣传手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宣传单，并悬挂醒目
的宣传条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经由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后，在维护国家安
全领域出台的一部重要法律，是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安全法治建设，推进
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体系的一部重要法律。在反间谍法宣传活
动中，睢阳区检察院认真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深入
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的总
体原则，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斗争中的
职权、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以及法律
责任等，不仅在区检察院形成了学习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和积极参与反间
谍斗争的良好氛围，而且还在院党组成员、政
治处主任王超的带领下，积极向过往群众宣
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讲解当前反
间谍的形势，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单等资料。

活动当天，干警共发放宣传手册30册、
宣传单 120份。宣传活动增强了全院干警
和部分群众的反间谍意识，提高了大家对
于保卫祖国、人人有责的认识，收到了较好
的社会效果。 （宋宪印）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龙喜）为认真贯彻落实周口市公
安局第三季度党建工作讲评暨第四季度党
建工作部署会精神，近日，扶沟县公安局
召开重点工作讲评推进会议，会上，通报了
9 月份全局绩效考评、打击刑事犯罪、党建
工作情况，工作先进和落后的单位负责人
作了表态发言。

县公安局局长田豪杰要求：各党支部

要坚定勇夺全年党建工作第一名的决心，
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强化担
当、主动作为，党支部书记要发挥“关键少
数”的作用，切实把各项学习活动谋划好、
组织好、实施好，争取在第四季度党建工作
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各单位要加压奋
进，细化工作措施，突出工作重点，做到统
筹兼顾。绩效考评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
工作，各警种要强化沟通，步调一致，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同提升扶
沟县公安局整体工作成绩，确保实现该局党
委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一项重要、长期、艰巨的工作，大家要有清
醒的思想认识和高度的政治站位。必须克服
扶沟县“无黑无恶”的错误认识，下定决心、硬
起手腕，加大工作力度，扎实开展涉黑线索核
查、摸排，加快战果转化，积小胜为大胜，全力
提高打击黑恶违法犯罪成效。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郑鹤凌）11 月 3 日是周六，叶县扶贫
知识第二次测试如期进行。考场上，一名扶
贫干部坐在答题席上，面对三名考官，现场提
问答题，气氛十分紧张。参加此次考试的人
员为第一次考试缺考和考试不及格的人员，
还有新增的第一书记和市派工作队长，累计
662人。

为牢牢掌握精准扶贫相关知识，进一步
提升脱贫责任组组长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叶

县对全县村级脱贫责任组组长进行了培训，
并在培训结束后组织专题考试。为了实实在
在检验培训效果，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促用，
把培训效果落到实处，该县一改常态，创新考
试形式，通过现场问答的形式检验培训成果，
以期通过这种形式，全力以赴推进精准扶贫，
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测试分为主观题与客观题两大
类型，涵盖脱贫攻坚政策方针、应知应会知识
等。测试分10组同时进行，随机抽取题库内

10题，现场提问，检验学习效果。测试成绩满
分为100分，及格分为90分（含）以上，不及格
者在全部完成测试后进行二次测试，二次测
试仍不及格的，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报批
评。10月 27日，全县 592名村级脱贫责任组
长，各乡镇（街道）不是村级脱贫责任组组长
的科级干部参加了第一次测试。

此次考试中，叶县纪委监察委抽调 10名
同志组成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小组，全程参与，
确保了考试公平、公开、公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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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考试形式 扶贫知识“一口清”

重点工作讲评 增强责任意识

加强宣传增强反间谍意识

营造氛围扫黑除恶深入人心

本报讯 11 月 5 日至 9 日，由郑州市体
育局组织的“2018 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第三期继续教育培训班”在登封市
小龙大酒店举办（如图），来自郑州市区
及所辖各县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200 人
参加了此次培训。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郑州东、西区分中心以此次培训开
展为契机，积极与郑州市体育局沟通，将
此次培训作为责任彩票建设工作的一个
抓手，向参加培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讲
解和普及了中国体育彩票基础知识及体
育彩票公益金相关政策和知识。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在竞技体育、学
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
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
理工作的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

我国体育事业，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提高
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
支重要力量。社会体育指导员由于常年
活跃在一线群众性体育活动中，深受人民
群众热爱，非常便于开展体育彩票公益知
识的传播。因此，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郑州东、西区分中心将此次培训作为分
中心责任彩票建设工作向前推进的一次
尝试，派出培训师对大家进行了培训。

11 月 7 日 8 时 30 分，培训正式开始。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东区分中
心副主任、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责
任彩票培训师李冬和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责任彩票培训师马龙，重点就河
南省和郑州市体育彩票的基本情况、体
育彩票公益金政策和使用方向等方面向

与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通过讲解，大家对小小一张彩
票的巨大社会公益作用，尤其是在支持
全民健身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了深刻、全
面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在接下来的
工作中，将做好体育彩票的宣传员、解说
员，向人民群众讲解、传播体育彩票知
识，为实现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
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目标尽一份力。

据悉，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郑州市社
会体育指导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将在巩
义、新郑及郑州市区分期、分批开展，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东、西区分
中 心 也 将 继 续 派 出 培 训 师 持 续 跟 进 。
责任彩票建设工作虽任重而道远，但我
们一直在行动。 （张二国/文图）

责任彩票建设工作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

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