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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陈立
丽）近日，南阳两级法院干警聆听
了李庆军同志的先进事迹报告会
后，掀起了学习李庆军精神的高
潮。南阳市中级法院党组高度重
视，要求两级法院快速行动起来，
采取多种形式持续开展学习李庆
军精神的活动。

报告会后，南阳市中级法院各
支部纷纷开展学习李庆军精神主
题党日活动。

9 月 9 日下午，南阳市中级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秦德平作为普通
党 员 参 加 了 政 治 部 党 支 部 的 学
习。他回忆了与李庆军共事的 4
年，讲述李庆军平时生活、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李庆军没有什么豪
言 壮 语 ，从 书 记 员 到 副 庭 长 ，都
是一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一个普通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他指出，我们学习李
庆 军 同 志 的 精 神 ，究 竟 要 学 什
么？要学他政治素质高，没有牢骚，
从不抱怨，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干好
自己的事儿；要学他敬业、责任、担
当，在病房里一边输液，一边看卷，每
天签阅二三十份文书；要学他的为民
情怀，热心接待当事人，耐心做当事人
思想工作，从不敷衍，从不应付；要学
他清正廉洁，一身干净，公正到铁面无
私，不近人情。他说，对于李庆军精
神，全体干警要学思悟践，要常态化
学习，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学习，真正将李庆军精
神落到实处，贯穿到平时的工作
中，忠诚履职尽责，做李庆军式的
新时代人民好法官。

该院执行局党支部在会上再
次介绍了李庆军的先进事迹，宣
读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深入开展学习李庆军争做李庆军
式 好 法 官 活 动 的 意 见》，党 组 成
员、执行局局长丁建民对如何学
习李庆军，切实做好执行工作提
出了要求。

通过各党支部的学习，全体干
警一致表示，学习李庆军精神，都
应该时刻用他无私奉献、爱岗敬
业、立足本职、履职尽责的精神激
励自己，守住初心，干好本职工作。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廖涛 王修文 李阳）8
月 26日，中国·南召有机农业发展助
推脱贫攻坚高层论坛在南召县召开，
来自全国有机界专家、教授、学者齐
聚一堂，共同交流探讨有机农业发展
方向、光明前景和务实举措。据统
计，南召县累计有 28 家农业企业进
行了有机认证，获得有机（含转换）认
证证书 48 张，涉及蔬菜、水果、中药
材、食用菌、水产品等6大类55个，有
机认证基地面积 21 万亩，带动 61 个

贫困村1536个贫困户增收致富。
论坛召开之前，南召县小店乡小

空山有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召开
有机黄金梨发布会。南召县小空山
有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上海容
邦企业集团公司、郑州鲜活美迹便利
连锁超市、北京六里地有限公司等 5
家公司签订 10万公斤有机梨供销协
议，协议金额200万元。

6 年前，南召县小店乡空山河河
道荒滩，原来种植的杨树林，采伐后
流转至小空山有机农业农民合作社，

经过滩涂改造、土壤改良，变成了肥
沃的良田，建成空山河流域以有机黄
金梨为主的有机农业观光带，种植的有
机梨获得2019年中国国际（上海）有机
食品博览会优质产品奖。

近年来，南召县立足生态优势，大力
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培育叫响了南召
辛夷、一化柞蚕、南召玉兰、映山红品种
桃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家级、省级
特色农产品。依托丰富的优势农产品，
利用国内外大型会展平台，提高南召农
产品的知名度，开拓有机农产品市场。

南召县有机农产品享誉全国

有机认证基地面积21万亩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郭琨 通讯员 苗军
玲 王丽）8 月 28 日上午，邓州市公证
处举办了“公证与我相伴而行”主题
宣传暨公证机构开放日活动，旨在展
示公证服务的创新举措，为群众搭起
了解公证的桥梁。

邓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董庸昌，
市政协党组成员丁耀，市编外雷锋团
团长宋清梅、政委姚德奇专程参加了
此次活动，市政法委、民政局、检察
院、不动产登记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和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媒体记者、
其他社会各界代表 20 余人零距离了
解公证、感受公证。

大家实地参观了公证处办公区、
文书制作区、纠纷调解室，现场观摩
公证办证流程，并就公证开放日活动
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市公证处主
任王丽向与会代表就近年来公证处
党的建设、推行“最多跑一次”便民利
民措施、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公证公
益服务等工作作了专题汇报。

与会代表从各自领域出发，提出
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9 月 4 日上
午，南阳市公安局
监管支队民警收
到一份特殊礼物，
来自某小区业主
送来的锦旗，感谢
支队民警在走访
中，多方协调解决
39 名孩子入学难
题和小区电梯安
全隐患问题。
王存 摄影报道

邓州市公证处
开展“公证开放日”活动

学习李庆军精神
争当模范践行者

▶9月8日，西
峡县检察院派驻25
所中学的25名法治
副校长以祝贺节日
的形式为师生送上

“法治大餐”。图为该
院派驻育才实验学校
的法治副校长与教师一
起探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工作。马志全王霞摄影报道

本报南阳讯 今年以来，桐柏县
检察院第四党支部高度重视党建工
作，以争创“十佳党支部”创建活动
为契机，多举措抓好党建工作，促进
了队伍建设，取得很好效果。

夯实党建基础。为每位党员发
放党建知识小册子，每周安排时间，
专门学习党建知识，每月组织党建
知识小测试，让党建知识熟记于脑，
铭记于心。党建知识小册子集警
示、激励、指导于一体，随时随地提
醒党员参加活动、明确方向、找准差
距，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党员意识、
奉献意识，做到“四个合格”。

掌握学习法宝。通过学习强国
平台，每位党员有什么党建方面的
知识，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干警们
主动学习，大家读文章、看视频、做
专题，积极“打卡”。学习强国平台
知识量大，更新及时，学习效果好。

观看党建节目。组织干警观看
党建电影《建党伟业》《飞天》等几十
部电影。观看电影后，每位干警撰写
一篇观后感，了解党的伟大历程，学
好党史知识，立足检察本职工作，努
力创先争优。

开展党建活动。组织党员到廉
政文化馆参观，观看廉政文化墙等活
动。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党风廉政教育
活动，干警的法纪意识得到进一步增
强，廉洁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樊平起赵蕾郭冬冬）

桐柏县检察院
抓好党建促发展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曾照云）自“走村入
户，进店访企”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内乡县公安局马山口派出所依托
扎实的走访工作，在化解矛盾纠
纷、打击犯罪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近日，该所民警刘兆富在走访
中顺藤摸瓜，抓获一名潜逃 3 年的
网上在逃人员朱某。

8 月 28 日，刘兆富在辖区走访
时接到群众举报线索：马山口镇朱
某目前极有可能在江苏省无锡市打
工。2017年夏，朱某涉嫌强奸罪，案
发后负案潜逃，被公安机关上网追捕。

8 月 31 日，民警排查到有一马
山老乡多年在无锡市打工，也经常
介绍马山的村民到无锡务工。民
警随即电话联系到老乡，声称也想
到无锡打工，希望得到其帮助介绍，
老乡满口答应。9月2日，民警赶赴
无锡市，在老乡的帮助下，民警获取
一条重要线索，有个建筑工程队里
管做饭的厨子操着内乡口音，年龄
50岁上下，平日少言寡语，体貌特征
与朱某极为相似。经比对，该男子
正是警察苦寻3年的朱某。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朱某对其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朱某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入户走访细排查
嫌犯潜逃终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