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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公安局

立案侦办经济犯罪案件 459 起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董亚东）5 月 14 日
上午，平顶山市公安局召开新闻通气
会，
通报该市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工作情况。去年以来至今年第
一季度，
该市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各
类经济犯罪案件459起，
依法对790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协查涉嫌非法集
资犯罪P2P网贷平台300余个。
据该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负责
人陈婕介绍，
一些新兴经济领域如网
络借贷、
投资理财、
养老服务、
消费返
利等，
已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
“重灾
区”，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领域犯
罪，
日益成为经侦部门打击犯罪的主
战 场 、防 控 案 件 的 主 阵
地。面对

当前非法集资、
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的严峻形势，
平顶山市公安机
关依法开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专项行
动，
取得了重大战果和突出成效，
形成
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队+集中办
案”
打击非法集资犯罪警务模式，
工作
经验全省推广。
同时，
该局不断加大公安信息化
建设力度，
高标准建成河南金融类案
件平顶山研判中心，
依托信息化、
大数
据手段，
提升打击防范新型经济犯罪
的能力和水平，
侦办了
“10·30”
特大网
络传销案、
“4·20”假冒伪
劣商品案、

“风云六号”
假币专案等一大批大案要
案，依法妥善处置了“善心汇”
“云联
惠”
网络传销案，
确保了平顶山地区不
发生区域性金融性风险。
“下一步，
我们将紧盯全市经侦重
点工作，
以云端主战模式为引领，
统筹
推进打击非法集资、
网络传销、
云端、
猎狐、
‘双打’
涉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等重点任务，
积极预防、有效遏制各
类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
”
陈婕表示。

▶日前，宝丰县法院开展“加强
党建示范引领，推进审判质效提升，
服务全县工作大局”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习近平在正定》
的有关内容。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董媛媛 摄影报道

◀日前，舞钢市法院积极
开展五月份主题党日活动，组
织全体干警集体观看电影《邹
碧华》，进一步鼓舞队伍士气、
弘扬英模精神。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新博 摄影报道

宝丰县检察院
做强公益诉讼
保护公共利益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雷明阳）2017 年以来，宝丰
县检察院把公益诉讼工作作为检察工
作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和检察业务新的
增长点，努力做实做优。截至目前，该
院共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8 件，立案
15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9 件，修复土壤
200 余亩。
创 新 完 善 工 作 机 制 ，凝 聚 工 作 合
力。该院成立了公益诉讼检察组，包括
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等 4 名员额检察
官组成了专业办案组；研究出台了《关
于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九条意见》，联
合县林业局制定《关于建立支持国有绿
化适用公益诉讼联席会议制度的意
见》；坚持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宝丰县委、县政府联
合印发了《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
公益诉讼工作的通知》。
通 过 多 种 渠 道 方 法 ，摸 排 案 件 线
索。该院抽调 8 名干警集中半年时间开
展了
“大走访、
大排查”
活动，
通过主动走
访省、
市人大代表，
定期邀请代表召开座
谈会等形式，征求代表对检察机关服务
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从
中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坚持规范文明执法，提升检察建议
质效。该院明确提出，检察建议文书起
草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经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核后，报检察
长和检察委员会决定；加强与有关部门
沟通，将检察建议由办案部门直接送达
的传统模式改为由主管检察长送达，接
受建议单位党委班子成员签收送达回
证，进一步提高送达的规范性和权威
性。该院这一做法得到省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副检察长李自民的批示肯定。

打掉赌博团伙
依法刑拘 10 人

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

关注群众吃水安全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晓宁 常明亮/
文 李夏冰/图）为进一步促进城镇供
水主管部门和供水单位加强二次供
水的管理，切实保障平顶山市新华
区居民的饮用水卫生安全，5 月 14 日
上午，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公益
诉讼部门联合新华区卫生计生监督
所，对辖区内的 4 家二次供水单位进
行了专项监督检查。平顶山市检察
院公益诉讼部门对此次专项监督检
查活动进行了指导。
由于城镇居民二次供水是将集
中式供水经过另行加压、储存,再送
至居民家庭的供水方式,因此在二次
供水服务中，容易出现跑冒滴漏、水
质二次污染等突出问题。此次专项

检查，就是为了通过检查，发现二次
供水单位运营维护不及时、监督管
理不到位、卫生条件不达标、遇到紧
急突发状况处理不得当、设备损坏
后不能及时维修等问题，实现辖区
二次供水设施的规范化管理和专业
化运行维护。
专项检查中，检查组对该区 14
家二次供水单位中的 4 家单位进行
了抽查。主要检查供水单位相关证
照是否合法安全有效、相关制度执
行是否规范、二次供水设施及水池
清洗消毒、水质监测等是否符合国
家卫生要求等问题。检查人员对泵
房、水池（箱）、水泵、阀门、电控装
置、消毒设备等设施进行实地查看
（如图），详细查看了供水单位的卫

生许可证、卫生管理制度、清洗消毒
记录和水质检测报告等证照材料。
通过检查，被抽查的 4 家供水单
位的水质均在合格标准内，但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如蓄水设施周边存
在污染隐患、清洗消毒记录填写不
规范、工作人员对二次供水业务不
熟悉等。针对在本次监督检查中存
在的问题，新华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工作人员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并
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
“我们将持续关注几家存在问
题供水单位的整改情况，并督促新
华区卫生计生监督所不断加大对全
区二次供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新华区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李山林）近日，平顶山市公
安局青石山派出所联手叶县公安局，打
掉一赌博犯罪团伙，抓获涉案嫌疑人 32
名，缴获赌资 10 余万元。郭某等 10 人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拘，其余 12
名参赌人员被依法行拘。
日前，该所民警经过前期侦查，发
现原先在市区的一伙赌博犯罪团伙已
转移到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附近，并再
次租下偏僻民房开设流动赌场进行赌
博。该所紧急集合 60 名民警，联手叶县
公安局民警，到叶县邓李乡附近守候 3
个小时，将赌兴正酣的 30 多名涉赌人员
一锅端掉，当场依法扣押赌资 10 余万元
和赌具若干。
经查，犯罪嫌疑人郭某等以营利为
目的，建立微信群，联系参赌人员以“推
豹子”的方式进行聚众赌博，并从中抽
头渔利，其间不定时更换赌博地点，以
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