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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公安局

精心部署主动出击
严打涉众型经济犯罪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5 月 14 日，三门峡市公安局召
开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整体情况，
涉众型经
济案件的犯罪特点，
以及涉众型经济案
件常见的犯罪伎俩、
防骗知识和技巧等。
会议通报，全市公安机关在三门
峡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精确
打击、严密防控、区别对待、分类施策、
坚决稳妥、有效化解”的方针，精心部
署、
主动出击，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
网络
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近 3 年来，
全
市共侦破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59起，
抓
获一批犯罪嫌疑人，查封、扣押了一大
批涉案资产，
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
稳定。针对涉税和金融犯罪多发、
严重
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全市经侦部
门重拳出击，共侦破涉税犯罪案件 37
起，
侦破骗取银行贷款、
贷款诈骗案件8
起，
侦破银行卡类犯罪案件103起。

林州民调员
法庭上“取经”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王相兵 宋子
良）
“现场观摩法庭审理案件，不但
增长了我们的法律知识，提高了调
解技巧，而且还让我们懂得了在调
解未果的情况下如何保留证据，对
我们今后调解案件帮助很大。”5 月 9
日上午，林州市采桑镇 20 多名村级
调解员，旁听了林州市司法局组织
的进法庭观摩审理一婚约财产案件
后，发出由衷的感叹。
为提升基层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
纠纷整体水平，
林州市司法局与林州
市法院沟通后，
推出了人民调解员观
摩庭审培训制度。按照计划，
林州市
将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内，
对全市 500
余名人民调解员完成培训。

濮阳市委政
法委贯彻重要会
议精神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郭栋）近日，濮阳市
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
书记王国生在省公安厅座谈时的讲
话精神，听取近期濮阳市信访、维稳、
综治平安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队伍建设等方面工作汇报。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王天阳，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郭智深，市中级法院院长徐

南阳召开政
法宣传工作会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5 月 14 日，南阳市政法宣传
工作暨社旗现场会在社旗县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全
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安
排任务，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
良好舆论环境。南阳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郑爽作工作部署。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守正创
新，推动新时代政法宣传工作再上新

把讲政治落到实处
哲，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志强等出席会
议。
王天阳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
今后政法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根本遵
循。全市政法系统要把讲政治落到
实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
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正

聚焦重点 守正创新
台阶。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心工作，
坚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紧紧围绕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创造安全稳
定环境”的总要求，扎实推进政法意
识形态、政法正面宣传、政法舆情应
对、政法新媒体建设等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要加强领导、完善机
制，为做好新时代政法宣传工作提供
坚强保证。各级政法机关主要领导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切

实负起责任，加强对政法宣传舆论工
作的组织领导，不断加大组织保障力
度。各级政法机关要把政法宣传舆
论工作作为政法工作有机组成部分，
制定创新发展规划，提出发展目标、
方向、任务和政策措施，与政法其他
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要安排专项经费和人员编制，提升软
硬件水平，购买社会服务，提供必要
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图片新闻
▼5 月 14 日，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主
题党日活动。图为党员干警在重温入党誓词。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通讯员 周芳芳 摄
影报道

▲5 月 15 日，新乡市公安局南桥分局组织民警积
极参与全市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
动。图为该局政委孙洪杰呼吁广大群众踊跃投身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斗争，
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培全 摄影报道

郑州首条环线地铁
5 号线昨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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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吕曈 林
栋 卫云飞 通讯员 谭亚梦）5 月 15 日，
“绿城启‘5’载梦中原”试乘活动启动仪
式在地铁 5 号线郑州东站举行。这是郑
州首条环线地铁。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宏泰现场解读了
5 号线的历程和亮点，并为郑州城市发
展和市民生活送上美好的祝愿。
启动现场的近百名市民成为地铁 5
号线首批试乘者。同时，5 号线各个车
站正式面向市民
开放试乘。
5 号线开启
运营后，
标志着郑
州地铁正式进入
网络化运营时代。

融入政法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要通过
案件办理解决社会问题、减少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使每一个老百姓
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持之以恒抓
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政法干警的素
质，要进一步加大对政法先进典型的
宣传力度，
讲好政法故事。
最后，王天阳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维稳、信访、平安建设和政法队伍
建设等五个方面，对今后一个时期濮
阳市政法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一份检察建议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效金）近日，鹤壁市
淇滨区检察院一份全区药品安全专
项执法检察建议，受到市民一致点
赞。其特殊之处在于，参与执法检
查的代表包括检察官、公安民警，以
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2017 年 4 月，居民陈先生到离
家不远的药店买了 4 盒降血脂药。
家人发现药跟平常吃的不大一样，
怀疑是假药，让陈先生到药店退货，
遭药店拒绝。
陈先生遂向鹤壁市食药监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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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后检查药品 700 余
鉴别，这 4 盒药均
法
检 批次，检查药品经营企业 70 余
为假药。相关当事人被移
查
家。淇滨区食品药品监督
送公安机关处理。
管理局立案 3 起，责令
该院在审查中发现，药店店长范某
改 正 21 家 ，有 效
明知王某购进药品的途径不合法，仍然放任
维护了辖区
王某将所购进的药品在药店内销售，其行为也涉
药 品 安
嫌销售假药罪。该院遂通知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起诉
全。
范某。2019 年 3 月，
范某被移送淇滨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为确保案件办理效果，该院向辖区食药监局公开送达
了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并联合
食药监部门、公安机关和部分代表委员等，共同启动了药品安全专
项执法检查活动。
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