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市检察机关“实现新突破 开创新境界 迈上新台阶”特别报道】

汤阴县原新河非法集资案件于2015年7月28日被汤阴
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3月5日原新河被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现就已处置变现的资产200万
元进行兑付，特公告如下：

一、兑付时间：2018年12月31日。
二、兑付地点：汤阴县宜沟镇政府。
三、兑付方式：现金兑付。
四、注意事项：兑付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集资款票据等

原件到现场办理。逾期不参加兑付的，视为自行放弃权利。
联系方式：陈川 18237213176。

汤阴县原新河非法集资案件专项工作组
2018年12月28日

关于原新河
非法集资案件的兑付公告

汤阴县郭庆云非法集资案件于2016年6月8日被汤阴县
公安局立案侦查，2017年3月23日郭庆云被汤阴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现就已处置变现的资产25万元进
行兑付，特公告如下：

一、兑付时间：2018年12月31日。
二、兑付地点：汤阴县城关镇政府。
三、兑付方式：现金兑付。
四、注意事项：兑付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集资款票据等

原件到现场办理。逾期不参加兑付的，视为自行放弃权利。
联系方式：姚珊 18837267676。

汤阴县郭庆云非法集资案件专项工作组
2018年12月28日

关于郭庆云
非法集资案件的兑付公告

汤阴县于新生非法集资案件于2015年9月26日被汤阴
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6年7月22日于新生被汤阴县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现就已处置变现的资产4.2万元进行
兑付，特公告如下：

一、兑付时间：2018年12月31日。
二、兑付地点：汤阴县宜沟镇政府。
三、兑付方式：现金兑付。
四、注意事项：兑付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集资款票据等

原件到现场办理。逾期不参加兑付的，视为自行放弃权利。
联系方式：陈川 18237213176。

汤阴县于新生非法集资案件专项工作组
2018年12月28日

关于于新生
非法集资案件的兑付公告

中安房地产张良案件于2013年9月5日因被汤

阴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5年1月28日，张良被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无可处置资产及清退款项

现予以结案，特此公告！如以后公安司法机关追回

资金、资产，再按兑付名单进行兑付。

汤阴县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2月28日

关于中安房地产张良
非法集资案件的结案公告

内黄县篇（上）

站在2018年的末尾，回望两年来走过的
路，内黄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兆江
和全体干警共同经历了“脱胎换骨、身心重
塑”的阵痛与快慰。面对各项工作井然有
序、先进人物层出不穷、系列荣誉纷至沓来
的可喜局面，内黄县检察院干警的思绪不由
自主地又回到了一年半前那个火热的夏天。

2017 年 6 月 1 日，以杨兆江为班长的内
黄县检察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启了内黄检
察的自我“新生之路”，掀开了“求真务实、科
学谋划、勇于担当”的新篇章。

该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王献堂介
绍：“当时，检察部分职能转隶虽未公布方
案，但趋势已定，部分干警缺乏进取精神。
院党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开展了‘强意识、转
作风、助发展、争一流’的全院大讨论活动。
杨兆江检察长对大家的学习心得一一阅读、
逐一批注，对其中反映出的思想问题、工作
问题、制度问题、管理问题等进行了精细梳
理归纳，集思广益，迅速打开内黄县检察工
作的新局面。在去年 6月 1日全体干警大会
上，杨兆江检察长以《志存高远，逆势而上，开
拓内黄检察工作新局面》为题作了讲话，客观

剖析了目前内黄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明确了
‘一年有进步，两年上台阶，三年争一流’的工作
目标；提出了‘明确目标上下同心抓发展、强化
意识内外兼修抓队伍、制度建院点面结合抓管
理’的内黄检察发展的新思路。同时在会上宣
布了17项规章制度，正式开启‘制度建院、制度
管人、制度管事’的进程。”

制度颁布后，杨兆江把制度落实作为管
理的抓手，通过提振精神、转变工作作风、强
化思想意识来推动业务工作。该院要求干
警牢牢把握“团结、友善、敬业、向上、重徳、
尚廉、守规、争先”八种工作理念；牢牢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协作意识、廉洁意识”
八个工作意识。

“从酝酿到部署落实，一切都来得太快，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大讨论到八种理
念和八个意识的迅速确立，时任反渎局局长
的曹娜，在当时的阶段性专题座谈会上作了
上述发言。

“在八个意识的引领下，我们启动了‘亮
点工程’。成绩来得也很快，3 个月后，在安
阳市检察院举办的‘十佳精品案件’评选中，
我们院有两个案件分别以第一名、第二名的

好成绩入围，‘心理疏导引入未检’的工作机
制得到了省、市两级检察院的高度肯定。”王
献堂回忆。

今年 5月 25日，作为内黄县检察院党组
成员、公诉局局长的曹娜，站在了由省检察
院、团省委联合举办的“新时代青年先锋检
察官”评选活动颁奖典礼的领奖台上，从领
导手中接过了“新时代青年先锋检察官”提
名奖的金色奖杯，这个奖杯，是安阳市检察
系统在整个评选活动中唯一最终晋级的；5
个月后的 10 月 25 日，致力于公益诉讼的干
警夏忠杰从安阳市检察院又捧回了“时代先
锋检察官”的荣誉。

在八个意识深化驱动之下，作为内黄县
检察院核心工作部门之一的公诉局，率先实
行了“四个一”创新，即“每周一课”“每月一
讲”“每季一考”“每年一评”系列活动，以讲
课为手段，以业务考试为抓手，设定项目并
量化考核，作为年终评先授奖的参考依据。
坚持业务量化统计表月月“上墙”，公示每名
承办人业务成绩，以案件质量来衡量案件承
办人的业务能力和办案水准，引导和规范大
家强政治、比履职、正作风、作贡献。

“四个一”创新又带动了该院公诉工作

“1+1+N”办案模式的实行：公诉局将干警和
劳务派遣人员分为多个办案组，每组由入额
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派遣人员组成“1+1+
N”办案模式。每个办案组检察官均由具有
丰富办案经验的资深公诉干警担任；辅助人
员协助检察官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对一部分
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进行
审查并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提出意见，交
由检察官作决定；同时由派遣人员做一些程
序性、事务性工作，如整理卷宗、送达文书
等，使办案人员能够利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办理案件。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向八个意识深挖工
作潜力，推行了“六气”工作新模式：改造监
督职责有底气、纠正违法行为有正气、执法
监督活动有严气、对待监管人员有和气、派
驻工作沉下气、工作出彩下力气。

刑事执行检察局局长魏春雷介绍：“在
‘六气’新思维的指导下，我们刑事执行检察
部门用半年的时间发现和转交案件线索 5
件，纠正违法 200余起，纠正率 100%，办理监
管场所职务犯罪 3 件，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
案件 20 余件，办理维护被监管人权益案件 8
件，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果。”

我单位职工冯磊在合同期内严重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及我单位

规章制度，自登报之 日起30日内到单位报到，逾期

不报到，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九条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398—5883303

义煤集团孟津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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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特约记者 司明凯 通讯员 李晓亮

“八个意识”引领内黄检察新腾飞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
12 月 26 日下午，焦作市委政法委召开学
习发展“枫桥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座
谈会。焦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小
平，政法委副书记刘传海等出席座谈会。

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谈了各自的
工作方法和体会，提出了解决社会治理问
题的思路和办法。大家一致认为，在新的
历史时期，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要更加强
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着力构建“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

胡小平回顾了“枫桥经验”的发展历
程，对焦作化解基层矛盾，解决群众纠纷
的经验做法和综治中心建设情况予以肯
定。他说，焦作在综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
以及具体工作开展方面还要进一步创新，
一些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瓶
颈”还需要进一步突破。

胡小平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就“枫桥经验”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总结
提炼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推广好社会
治理先进典型，建立完善一套成熟的工作机
制，推动创新工作深入开展，继承“枫桥经
验”精髓，积极探索城乡社会治理模式。

修武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祖国，
武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薛新生，部分
县区综治办主任、乡镇街道负责人以及新
闻媒体记者参加座谈会。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
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程昊）记者从
洛阳市公安局日前召开的今冬明春“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紧急视频调度会上获悉，
该市将严格审批和备案大型活动，全力做
好“双节”安保工作。

洛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违

法举办、未经许可举办的大型活动，警方
将一律取缔，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坚决依
法处罚。

该负责人表示，已经审批的大型活动
要严格落实安保工作责任制。对擅自扩
大活动规模或改变活动时间、地点、内容
的，警方将予以取缔，并依法严格处罚。

洛阳警方：
严格审批和备案

大型活动

焦作市委政法委要求学习发展“枫桥经验”

积极探索城乡社会治理模式

本报鹿邑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尹志
丹/文图）12月26日，鹿邑县第二届十佳政
法干警颁奖典礼在该县文化中心礼堂举
行（如右图）。

今年以来，鹿邑县政法干警众志成
城，勇挑重担，充分履行了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的神圣使命，为全县打造安全的政治
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洒下了汗水。该县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线索排查、案件侦
办、打击“保护伞”三项全市第一的优异成
绩，受到了中央扫黑除恶第六督导组的高
度赞扬。该县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视频监控系统基
本建成，标准化综治中心和警务室全面建
成，规范化平安村建设全面覆盖，社会治
理“十大行动”成效显著，人民安全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

此次受表彰的“十佳政法干警”是经
过严格的评选程序，层层筛选而出的。他
们在日常工作中立足平凡，追求卓越，用

忠诚铸造了鹿邑政法干警牢记初心、不忘
使命、奋力拼搏、勇创一流的钢铁之魂，用
行动展现了鹿邑政法干警心系百姓、一心
为民、爱岗敬业、勇于担当的崇高品质和
公仆情怀。鹿邑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侯

自峰希望全县政法干警要以此次受到表
彰的政法干警为榜样，忠诚履职，顽强拼
搏，团结奋战，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昂扬的
工作斗志，为打造和谐鹿邑、法治鹿邑、美
丽鹿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鹿邑县举行第二届十佳政法干警颁奖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