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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新突破
推进应急体系能力建设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东）1 月 11
日，
全省应急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应
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厅长吴忠华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
2021 年，
我省应急管理系统
奋力抗击暴雨洪水，全力保障黄河秋汛安
澜，
扎实开展灾后重建和救灾救助，
统筹抓
好森林防灭火和地震地质灾害应对，各项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
2022 年，
我省应急管理工作
将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
建、
安全生产防控、
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管
理体系能力建设，
守牢底线，
防范化解安全
生产、
城镇洪涝灾害、
山洪地质灾害、
森林火
灾、新业态安全等 5 大风险，并通过补短强
弱，
从提升指挥调度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灾
害事故防范应对能力、
提升救援队伍装备实
战能力、
提升企业（单位）应急能力、
提升全
民安全应急能力等方面，
实现应急体系能力
建设的新突破。

消除涉疫谣言
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
惠）1 月 10 日，驻马店市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联合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
涉疫情网络谣言等违法信息的通告》
（以
下简称《通告》
），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通告》称，要主动甄别网络语言，从
官方途径获取权威疫情信息，自觉做到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主动删除网络谣
言；主动举报网络谣言。全市各类网络平
台和新媒体从业者要主动加强内容审核；
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等要主动履行主体责
任；自媒体平台等要主动自觉广泛宣传，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良好的网络
舆论环境；各互联网群组等要主动加强隐
私保护；
网信、
公安部门要主动依法严厉打
击传播虚假信息或谣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行为，严肃追究发布者、转发者、管理者
（群主）等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
并对网站、
公众账号等传播平台依法予以处置。

实现安全追溯
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近
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两部门
根据农业农村部通知，联合发布《关于全面
试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通
告》，推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
实现地产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质
量安全追溯。
该通告要求，在生产端，种植养殖者作
出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
添加物、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的承
诺。在市场端，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开办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食用农
产品进货查验制度，认真留存、查验承诺达
标合格证。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全省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强对开证生产主体的
日常巡查检查、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督促
指导相应主体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等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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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开局，初心始终。政法部门立足职能，打击网络诈骗等侵害群众财
产的违法犯罪，守护群众“钱袋子”；提供法律援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讨回
群众工资款，
体现了为民宗旨，
彰显了法治力量。

全省公安机关
“雷霆 1 号”
严打电信网络诈骗 捂好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1 月 12 日，周口市公安机
关在前期深度研判的基础上，
端掉一个专门为投资理财类诈
骗集团提供吸粉引流服务的平
台公司窝点，抓获嫌疑人 22 名。
这是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雷霆 1
号”
反诈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
署，省公安厅决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全省公安机
关组织开展“雷霆 1 号”反诈专
项行动，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的打防治理力度。此次行
动综合采取技术反制、预警劝

阻、宣传防范等措施，着力构建
反诈防范体系；全力劝返滞留境
外涉诈重点人员，
营造诚实守信
的社会环境；
推动行业治理，
挤压
涉诈
“两卡”
等黑灰产犯罪空间；
依法严厉惩处一批涉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
迅速侦破一批重
点案件，
形成强力震慑。
行动期间，省公安厅要求
各地公安机关认真组织部署，
密切协作配合，在数据整合、技
术支撑、专案侦查、合成作战、
法律专业指导等方面发挥协作
优势，多警联动，合成作战，确
保取得良好工作成效。各省辖

市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向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发起新一轮攻
势。1 月 9 日，驻马店市公安机
关先后在多地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29 人，扣押
作案手机 45 部，初步查实涉及
12 个省市冒充军警诈骗案件 15
起，
总涉案价值 479 万余元。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河南警方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保持对电信网络诈
骗违法犯罪的严打严防态势，
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捂好群众的“钱袋子”，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7115万元
本 报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董景娅）近日，开封市禹王台区
的黄某通过中国法网的“农民工
欠薪求助绿色通道”
获得了该区
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免费法律

援助，成功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5.98万元。
“能过个好年了！
”
收到
工资的那一刻，
黄某激动地说。
黄某是“法援惠民生 助力
农民工”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的受益者之一。2021 年 11 月以
来，
省司法厅组织全省司法行政
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开展
“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根治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行动内容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在火车站、建
筑工地、广场等人群密集场所，
围绕宣传
法律援助法，
通过免费发放宣传资料、
组
织律师开展面对面法律咨询、以案释法
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工法律宣传主
题活动，
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

各地通过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
公证等司法行政业务的衔接，
提高案件办
理效率；
加强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工作衔
接，
建立农民工欠薪维权事项快立快办工
作机制；
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
制，
形成工作合力；
积极办理中国法网
“农
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
求助案件。

各地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
通过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热线、
网络平台，
及
时受理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对农民
工申请欠薪法律援助的，
免核查经济状
况，简化申请及审查程序，尽量做到当
日申请、
当日受理、
当日指派，
并为有特
殊困难的农民工提供预约和上门服务。

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全省共受理农民工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3042 件 ，为
取得成果
3625 名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
7115 万元；通过“12348”热线
和法律援助服务窗口为农
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3.94
万人次。
截至目前，全
省司法行政机关共开
展 现 场 服 务 活 动 290 余
次，接受法律咨询 2.8 万
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
册 11.7 万余份。

省司法厅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下 一 步 ，各
地将继续把专项行动
与宣传法律援助法相
结 合 ，为 农 民 工 维 权
提供全面法律服
务和优质法律
援 助 ，努 力 让
每个农民工家
庭度过温暖祥
和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