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凤喜在胡村乡调研

去年以来! 濮阳高新区胡村乡以

提高人民安全感和满意率"促进社会稳

定和谐为目标!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

机制!强化措施!着力构建了科技防范"

群防群治"便民服务"应急处理四大平

台!有效巩固和加强了打"防"控一体化

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乡"村平

安创建的扎实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促

进了社会大局的稳定和谐#

科技防范平台!遏制犯罪显威力

去年以来!该乡大力实施以$警铃

入户%和$平安大喇叭%为主的科技防范

措施!在全乡积极推广经济&简易&实用

的防盗报警装置! 构建了一个全方位&

多层次&防范严密&反应快速的科技治

安防控网络#目前!该乡已建成$警铃入

户%示范村两个!

!"""

多个农户安装上

了报警装置! 其他
##

个行政村全部装

上了$平安大喇叭%!用科技手段构筑了

一张覆盖面在
$%!

以上的科技治安防

范网络! 促进了农村治安形势的好转#

该乡还在各村推进$路灯工程%和$平安

哨卡工程%建设# 严密的防范措施让犯

罪分子望而却步!极大降低了发案率#

群防群治平台!齐抓共管保平安

该乡坚持把加强群防群治防范网

络建设作为平安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

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建起了

由综治办统一协调! 以公安派出所&巡

防队为骨干&以村治保会&打更队等为

基础!司法&民政&安全监管等职能部门

参加的治安防范网络! 形成了齐抓共

管&全面覆盖的立体治安防范体系# 为

加强治安巡逻力量!去年以来!该乡吸

收了
#

名综合素质较高的退伍武警战

士充实了巡防队伍!专职巡防队员人数

达到
!&

名!并配备了专用巡防车辆!昼

夜加强辖区巡逻#各村还推广和开展了

$十户联防%&$邻里守望%等联动协防活

动! 加强村内巡逻和路口夜间值守!极

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联合调解平台!化解纠纷促和谐

为进一步整合综治工作资源!畅

通群众办事渠道! 该乡投资近
'"

万元

建设了综治办公楼!综治办&司法所&群

众工作站&巡防队等部门联合办公# 今

年以来!该乡又以综治办为依托!建立

了由司法所&信访办&民政所&计生办等

!"

个基层站所组成的综治工作中心!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纠纷!根据案件的

性质实行归口办理和限时办结#由于联

调中心充分发挥作用!该乡没有发生因

调解不力而出现的民转刑案件&重大刑

事治安案件和赴市以上越级上访案件!

构筑了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快速反应平台!案件事故早处置

为及时处置刑事治安案件& 安全

生产事故和重大群体性事件! 去年以

来! 该乡启动了重大事件快速反应机

制!成立了快速反应处理指挥中心和工

作网络! 出台了重大案事件应急预案#

快速反应指挥中心下设三个应急指挥

中心'消防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全乡

辖区内行政村&重要路段和学校的消防

安全排查和处理(刑事&治安事件应急

指挥中心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巡逻和刑

事治安事件的处理(信访事件和群体性

事件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处理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和群众上访事件#应急指挥中

心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配合联

动的有机整体!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平安

的枢纽# 今年上半年!指挥中心协调公

安派出所接警
&(&

起!刑事拘留
!)

人!

抓获网上逃犯
*

名(协调安全监管办排

查消除安全隐患
!(

处! 有效制止安全

事故
(

起(协调群众工作站及时化解矛

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
)"

余起! 有效制

止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事件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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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首席记者 吴倩 特约记

者 孙伟伟#夫妻矛盾引发血案#对于

妻被丈夫杀害!丈夫面临死刑!孩子

即将成孤儿的结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二庭近日二审审结了被告人郑瑞

光故意杀人案#经认真细致做双方当

事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案件

最终以调解结案#省法院依法改判被

告人郑瑞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省法院刑二庭所办郑瑞光一

案!既惩罚了犯罪!又坚持了以人为

本! 使当事人和当地群众都满意!实

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立勇对该起案件作出批示#

一起杀人案件!缘何最终让双方

对法院的处理结果都满意)这究竟是

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据了解!

(""&

年
!"

月
(*

日中午!被告人郑瑞光下

班回家后见其妻李某没有做饭!就让

李某做饭!李某不乐意!二人先开始

争吵!后发生厮打!后郑瑞光趴压在

李的胸腹部!并用右胳膊前臂压住李

某的喉部!致李某机械性窒息死亡#

为逃脱法律的严惩! 郑瑞光伪

造了妻子从二楼上晾衣服摔下来的

假象后逃离现场#案发后!漯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

人郑瑞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郑瑞光不服!提出上诉#省高

院二审合议庭经过审理认为! 本案

系家庭琐事引起! 被害人与被告人

系夫妻关系!如果做好调解工作!有

利于双方当事人家庭之间矛盾的化

解#为此!主审法官到案发地和被告

人工作过的单位进行调查! 并召开

座谈会!认真听取村民&基层组织及

单位的意见和建议! 了解被害人家

属的真实想法! 并多次做被害人父

母的思想工作#

$经过
)

次调解!被害人家属被

亲情感化! 双方最终达成了民事赔

偿调解协议# 案子的审理做到了既

惩罚犯罪!又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既

稳定了一方平安! 又避免了当事人

上访&闹访!实现了案结事了# %采访

中! 省高院刑二庭承办此案的法官

张云周说!鉴于此!合议庭又派自己

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回访#宣判后!

双方家属及当地基层组织对省法院

认真细致的工作和案件的处理结果

都非常满意#

安报讯 "记者 何永刚 实习生

李海英 崔学庆$正在街上转悠的他

突然停了下来!假装系鞋带!然后趁

旁边跟着他的两个人不注意! 径直

跑进了派出所的大院里# 从下火车

的那一刻直到跑进派出所! 被非法

拘禁了
*'

个小时后!罗杰*化名+终

于长舒了一口气!他怎么也想不到!

应同学的邀请从江西跑到郑州过中

秋却陷入了传销窝点,

受邀过中秋

$来郑州一起过节吧!我都准备

好了, %今年
$

月
!(

日
()

时许!江

西省九江市九江技术学院学生罗杰

接到同学牛某的电话, 罗杰欣喜地

买了
$

月
!)

日
()

时深圳至郑州的

火车票,

$

月
!#

日
!"

时许!牛某和

一个
("

多岁的女孩王某在郑州火

车站接到罗杰,这时!牛某声称有朋

友要回家!让他帮忙买火车票!但是

身上没带钱!于是向罗杰借钱!罗杰

就把身上仅有的
!"

元钱给了牛某,

牛某又借口帮他拿行李! 将罗杰的

包接了过去,随后!牛某又找借口打

电话将罗杰的手机拿走! 用过之后

就没有还给罗杰,几人边走边聊!很

快就来到一个偏僻小巷的一栋楼房

的二楼,

身陷传销窝

在一个稍显拥挤的房间里!一

些人开始讲课!罗杰听不进去!想借

口上厕所出去!可是一个讲课的
("

多岁的女孩不让他离开, 罗杰此时

明白!朋友邀他来过中秋!原来是将

其骗入了传销窝点,就这样!罗杰被

关了
#

个小时!直到晚上
'

时许!他

又被带到楼顶!见到了一个
(%

岁左

右的男子, 这名男子身高
!+*%

米左

右!平头!偏瘦!戴眼镜!他就是这个

传销组织的负责人, 该男子一直劝

罗杰加入他们的组织! 但罗杰坚决

不同意!结果!这些人加强了对罗杰

的看管! 他只能待在房间里或去楼

顶!但是不管他去哪里!都有两个人

不离左右地监视着他 , 到
$

月
!*

日! 罗杰再次向牛某提出回家遭到

拒绝,

智计脱虎口

在罗杰来郑州的第四天下午
)

时许!牛某和王某带着他去找人,当

他们走到花园路国基路交叉口时!

罗某看到路旁有一个派出所! 于是

假装系鞋带!趁人不备!拼命跑向派

出所, 牛某和王某紧追了一二十米

远!没有追上!便回去了,

罗杰报了警! 郑州市公安局金

水分局刑侦八中队接报后经侦查!

于
$

月
!$

日上午在金水区柳林镇

杨君刘村一出租房
&

楼内将犯罪嫌

疑人边某"牛某"王某和赵某一举抓

获,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以涉

嫌非法拘禁罪将犯罪嫌疑人边某"

牛某批准逮捕, %线索提供 党玉红$

-./ !0123456

夫妻矛盾引发血案!妻子身亡&丈夫面临死刑 受邀去过中秋节
却被带进传销窝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俊晓 实习生 刘

冬雪 通讯员 李景生$

!!

月
(

日晚!在郑州

市南关街一家手机店内! 当店主抓到试图

抢走自己手机的男子贾某时! 贾某竟然对

店主说'$你不想在这儿混了吧! 我公安局

里都是熟人,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店主死

死抓往他不放!直到民警闻讯赶来, 昨日!

管城警方对贾某采取了刑拘措施,

据了解!贾某是山东省菏泽市人!近日

来郑州打工没有找到工作!所带的钱所剩无

几!就动了邪念,

!!

月
(

日晚!他走到郑州市

第五中学附近见到一家手机店内只有一名

妇女看门!就想借看手机之机抢走手机, 当

他拿着手机就想跑时! 店主郑女士抓住了

他, 这时!贾某竟恐吓她说'$你不想在这儿

混了吧!我公安局里都是熟人, 就是民警来

了!也得照样把我放了, %但无论贾某如何

说!郑女士就是抓住他不放!直到民警赶来,

近 日 !洛

阳市巡警五大

队 接 群 众 举

报! 在关林市

场当场从杜某

的三轮车上查

获各种管制刀

具
*"

余把!并

将这批管制刀

具依法全部没

收! 避免管制

刀 具 流 向 社

会! 造成不安

定隐患"

安报记者 郭富昌 马建刚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韩杰 摄影报道

回放!高速交警出现'窝案(

(""*

年! 汤阴县人民检察院成功

查办了河南省高速交警支队安阳大队

包括原大队长
!

人"副大队长
)

人在内

的
'

起贿赂窝案" 串案! 涉案总金额

&""

余万元, 此案在全省上下引起了强

烈反响! 被称为 $中原高速交警第一

案%,

检察机关查明!

(""%

年初至
(""*

年
&

月!高速交警支队安阳大队大队长

程志!副大队长段松"史磊"李振兴和办

公室主任陈永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过往

京珠高速豫冀界站的超限超载车辆提

供方便!收取带车人钱物,其中!程志先

后收取带车人现金
$#+*

万元" 别克赛

欧轿车一辆(段松收取现金
%!+*

万元(

李振兴收取现金
'+*

万元(史磊收取现

金
&+*

万元 *其中
#+(

万元据为己有+(

陈永杰收取现金
!)+)%

万元,

评析!检察官有勇有谋

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初查时他

们深入细致!令对方毫无察觉, 初查兵

分三路进行秘密调查'一路在京珠高速

豫冀省界广场乔装初查!摸清超载大货

车主在通过省界时与高速交警之间的

暗箱交易情况( 一路负责初查程志"段

松"蔡胜利"袁兆华等人的个人基本信

息(一路数次赶赴郑州!秘密调查上述

人员的全部财产情况及来源,

另外!侦查立案突出$神速%二字!

令对方措手不及, 本案依法立案侦查

后!分成六个小组快速突破!保证在第

一时间将涉案人员抓获归案! 人赃俱

获!在抓获本案第一犯罪嫌疑人程志时

采取迂回战术!巧妙取胜, 同时在追逃

时采取$软硬兼施%!不同认罪态度区别

对待!缩短办案周期!避免出现漏网之

鱼,在追逃中突出刑事政策和综合科技

手段相结合!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进行追

逃!督促涉案人员投案自首!另一方面

对出逃者坚决进行抓捕!综合运用各种

科技手段!如监控监听"上网追逃等!增

加办案科技含量! 大大缩短了办案周

期,

$该案件文明办案彰显人文关怀!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避免消极顽抗, %

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庭审时!被告

人无一翻供!均能认罪悔罪,

另据悉!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侦

查终结认定的罪名和犯罪数额与审查

起诉部门及法院认定一致!犯罪嫌疑人

'

人到案后直至庭审均认罪服法!其中

被判处
%

年以上有期徒刑有
#

人!被判

处
!"

年以上有期徒刑有
(

人! 收到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

月
)!

日!全省检察机

关第五届反贪侦查 #十大精

品$ 案件经过激烈的角逐出

炉% 据了解!十大精品案件每

年评选一次!评选范围是上年

度
!"

月
!

日至本年度
$

月
)"

日作出生效判决的贪污贿赂

案件" 省检察院有关领导介

绍!所谓精品案件!是指全省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理的在

全省或当地具有较大社会影

响!案件质量&效果等方面达

到规定标准!能够对全省反贪

查案工作起到示范作用的优

秀典型案件" 本报从即日起!

将逐篇推出!敬请读者关注"

全省检察机关第五届'反贪十大精品案件)之一

"789:;#<=>?@A:B

安报首席记者 吴倩 实习生 吴成龙 通讯员 徐国富

CDEF

收缴管制刀具
抢劫被抓住
摆谱不管用

濮阳市喜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政法综治工作巡礼之七''' 高新篇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