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内黄县公安局以深化
执法规范化建设为载体，以解决执
法突出问题为导向，把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的要求贯穿执法全过
程。2018 年 3 月，该局被省法治政
府建设领导小组命名为全省“服务
型行政执法示范点”；今年，该局又
被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评为

“行政执法责任制示范点”，成为全
省唯一的双示范点单位。

该局把执法监督前移，把执法

保障和服务贯穿整个执法过程，把
监督日常化、源头化，从而探索出一
条全新的受立案通报制度。今年以
来，该局共监控警情 6232 起，预警
3658 起，督促立案 521 起，没有一起
超期受立案，受立案工作全市第
一。该局强化对执法办案的动态监
督、全程服务，积极建立从接处警、
现场执法、调查取证、办案讯问到案
件终结的全过程覆盖、全方位监督
工作机制。法制民警在审核每一起

案件、每一个环节时都制作案件审
核表，一式两份，分别由办案人和审
核人签字。一份交由办案人及时参
照审核意见补充完善证据，及时解
决存在的问题；另一份由法制部门
留存，以利于后续监督。

今年以来，通过一案一评，该局
共审核案件 632 件。该局执法质量
稳步提升，连续3年被省公安厅评为
全省优秀执法单位，群众对内黄公安
执法满意度逐年提高。（李凤文）

本报讯 近日，家住嵩县的张女
士因疏忽大意，在网上兼职刷单被
骗。公安机关和支付宝公司共同努
力，紧急止付了被骗的 11200 元，帮
助张女士及时挽回了财产损失。

11 月 6 日，张女士在家中玩手
机时，微信群内一人添加其为好
友。添加成功后，对方问张女士是
否愿意刷单挣钱。张女士同意后，
对方给其发来了一些二维码，张女
士扫码后跳转到淘宝商品页面，随
即按照对方要求购买商品，并付款

截图发送给对方。对方以付款方式
错误、卡单异常等为由骗张女士进
行多次付款。其中，张女士多次通
过对方提供的一个支付宝收款码进
行付款。

案发后，支付宝公司主动作为，
发现该收款支付宝存在诈骗嫌疑，
随即对该支付宝进行临时封停处
理 ，并 将 11200 元 的 涉 案 资 金 拦
截。随后，洛阳市公安局反诈骗中
心获取该信息后及时会同嵩县公
安局，对该涉案支付宝账户进行司

法 冻 结 ，支 付 宝 公 司 将 涉 案 的
11200 元如数返还到受害人的支付
宝账户内。此案是洛阳市第一例
通过支付宝公司办理的资金返还
案件，为拦截、返还被骗人资金开
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嵩县反诈中心提醒：网络刷单
本就属于违法行为，应避免参与。
凡是网络刷单让你先交钱的都是诈
骗，请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并保
存好转账凭证等电子证据。

（胡晓杨新亮）

本报讯 2019 年 8 月，张某章无
证驾驶无牌拖拉机在遂平县沈寨镇
将骑电动车的李某丽轧伤，造成李
某丽重伤二级，右腿高位截肢。今
年4月，遂平县检察院向县法院提起
公诉，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
告人张某章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
月。

李某丽的父母及她本人都是残
疾人，系低保户、建档贫困户，家庭
生活本就极其困难，李某丽因治疗
花费 20 余万元，不仅花掉了所有积

蓄，还借外债16万元，原本贫困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被告人张某章仅
支付医疗费2万元，但李某丽因右腿
高位截肢，行动不便，急需安装假
肢，这是很大一笔开销。关于民事
赔偿部分，李某丽向法院提起了民
事诉讼，被告人张某章被判刑后，送
至监狱服刑，因为疫情原因，现迟迟
无法开庭审理。

一筹莫展的李某丽一家，每次
来到检察院都是长吁短叹。检察官
刘阳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刘阳

向院控申部门全面了解了国家司法
救助的政策条件后，发现李某丽的
情况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便立即将
李某丽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移送
控申部门。综合考虑李某丽的家庭
经济情况、个人劳动能力、因案致残
程度，控申部门向遂平县委政法委
提出了向李某丽司法救助 5 万元的
申请，并多方奔走协调。在多方的
共同努力下，李某丽近日终于顺利
地领到了司法救助金。

(霍力 曹源源)

倾听企业声音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认真

落实濮阳市中院“6+1”专项行动要求，坚持
党组成员带头，全体干警深入百余家企业
进行调研走访，征求企业对法院在服务保
障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
议。 （张雨涵）

学习法律法规增强法治意识
本报讯 为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管理工

作，巩固社区矫正成果，维护社区和谐稳
定，近日，镇平县司法局遮山司法所组织辖
区内社区矫正对象，围绕社区矫正法及民
法典法律法规开展集中教育学习活动，增
强矫正对象的矫正意识和法治意识。

（李姚）

提升服务水平 解决客户难题
本报讯 近日，通许农商银行营业部员

工在外拓期间发现一客户存了一大袋子硬
币，遂积极帮助客户清点捆扎，受到了客户
的赞扬。客户表示，会加深与该行的合
作。硬币虽小，却见真心；服务虽简，却见
真情。该行营业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想客户
所想、急客户所急，时刻以最热情、贴心的
服务打造通许农商银行的良好口碑。

（张 琪）
产业扶贫催开乡村“致富花”

本报讯 近日，西峡县寨根乡到处是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村民正在抓紧时机采
摘香菇。通过政府到户增收资金扶持，村
民叶明贵种植了一万袋香菇，净增收入3万
多元。近年来，寨根乡以党建为统领，以带
动群众尤其是贫困户增收脱贫为目标，采
取“党建+产业发展+基地+农户”模式，连
片发展食用菌基地上千亩。同时，通过招
商引资，该乡引进了十几家食品加工企业，
对鲜菇、干菇进行加工出口，香菇成为该乡
农民群众增收脱贫的“致富花”。（李新纪）

14名跨境赌博犯罪嫌疑人被抓
本报讯 日前，南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从一起网络赌博案入手，成功打掉一个跨
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抓获 14 名犯罪嫌疑
人，查扣大量涉案电脑、银行卡、手机及车
辆。

8 月初，张某到该分局报案，称其在某
网络娱乐博彩平台参与网络赌博，短短几
个月时间损失高达90万元。

接到报案后，民警对该网络平台的资金
流向顺线追踪。经查，犯罪嫌疑人林某纠集
戴某等人，非法收购银行卡，将收购来的银行
卡卡号提供给境外非法赌博网站，并招募、培
训人员为该赌博网站提供资金结算服务。仅
4月份以来，该犯罪团伙共向境外输送非法资
金达1.2亿余元，从中牟利40余万元。

在全面掌握该犯罪团伙作案模式及组
织架构后，专案组民警深入湖北襄阳等地
开展收网抓捕行动，先后抓获包括林某在
内的 14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目前已批准逮
捕13人，取保1人。 （马 骁）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实战水平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中级法院法警支

队考核组来到牧野区法院，对该院司法警
察大队全年警务工作进行了考核。牧野区
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院司法警
察大队将继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升队
伍规范化、实战化水平。 （常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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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垣市公安局技术科民
警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
教育整顿工作精神，结合“纪律作风
深化年”活动，成功锁定一犯罪嫌疑
人郝某。涉案某汽车配件厂工作人
员专程将一面印有“技术精湛 神速
破案 全心为民 当代福尔摩斯”字样
的锦旗送至该局民警手中，表达感
激之情。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玮摄影报道

在教育整顿工作中，封丘县
公安局党委坚持学思践悟结合，
近日组织干警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
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到实处。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进昌摄影报道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在“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中，近日卫辉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省道中队民警
及时救助一名走失老人，赢得群众
好评。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王付荣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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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质量提升 群众满意度提高
内黄县公安局成为全省唯一双示范点单位

多方出击 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

司法救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