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商丘讯 !记者 张东 通讯

员 车 跃东 王广胜" 在打击!两抢

一盗"专项行动中#民权县公安局

顺河派出所深挖逃犯潜址#远赴千

里#将三逃疑犯卞某抓获归案$

!""#

年夏季# 卞某伙同同村

的董某%已逮捕&'卞某某%已逮捕&

多次携带断线钳等作案工具流窜

作案#先后在北关镇'顺河乡等地

盗割通信电缆# 涉案价值
$

万余

元#案发后#卞某潜逃#后被列为网

上逃犯$

顺河派出所根据辖区的治安

特点# 发动群众多方组织追逃工

作$

%"

月
!!

日#顺河派出所民警

在!进千村'访万户"活动中#获悉

卞某在南京打工的消息后 #

%"

月

!#

日经进一步摸排得知卞某正在

南京甘家巷一防火棉厂打工#近日

将要出走$事不宜迟#当日夜#顺河

派出所
$

名民警立即赶往南京市#

凌晨
&

时许#经过摸查#将正在睡

梦中的卞某抓获$

安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刘卫军 任宝献&为了净化社会

治安环境#鹤壁市公安局于近期组

织全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受到辖区群众普遍欢迎$

鹤壁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在基

层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先后在浚

县屯子镇蒋村石料厂内破获以杨

某为首的赌博团伙# 抓获涉赌人

员
!$

人 #收缴赌资
#

万元 #刑事

拘留
%

人 #治安处罚
%'

人 #侦破

案件
%!

起(在山城区市建筑公司

家属院内查获刘某等
$

人组织的

!百家乐 "网络赌博案件 #当场抓

获涉赌人员
%!

人#收缴赌资
&

万

余元#刑事拘留
$

人#治安拘留
'

人#侦破案件
#

起$ 同时#组织全

市治安部门整治游戏室' 棋牌室

等娱乐场所涉赌违法行为# 共查

处涉赌场所
%!

处 ' 涉赌人员
("

人#收缴游戏机
)!

台$

安报讯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认

真总结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工作经

验#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

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根据息诉案件

易产生反弹的特点#判定了息诉案

件回访制度#并有针对性地深入案

发地进行回访$通过回访及时疏导

对立情绪#化解矛盾纠纷#为平安

社区建设作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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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许昌讯!记者 刘华 谢耀军

特约记者 周广彬"!乡镇综治中心要

真正发挥出作用来#建立起矛盾纠纷

排查机制#及时发现和化解辖区内的

社会不稳定因素#把综治中心建成群

众都知道'都信赖的窗口#让群众打

心底里认为这个窗口管用$"

%"

月
!*

日上午#许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蒋克勤在调研乡镇综治中心工作时

说$

%"

月
!*

日上午#蒋克勤与市委

政法委副书记卢自然'市司法局局长

李军信对部分乡%镇'办&的综治中心

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上午
*

时许 #蒋克勤一行先来

到魏都区东大派出所$ 在该所户籍

室内 #蒋克勤刚好碰到一位带着婴

儿前来办理身份证的年轻母亲 #蒋

克勤亲切地问道 )!老乡 #对咱们公

安民警的服务态度满意吗* 有没有

故意刁难或乱收费的情况 * "年轻

母亲答道)!民警的服务很热情 #办

理身份证只需
!"

元 # 也没有发现

有乱收费的情况#我们很满意+ "蒋

克勤更关心辖区内的治安状况 #又

问道 ) !咱们居住的小区内有没有

发生过盗窃案件* 平时生活着感觉

安全吗* "年轻母亲会心地说 )!都

快一年了 #没听说过哪家哪户发生

过 自 行 车 或 其 他 东 西 被 盗 的 情

况$ "蒋克勤满意地点点头#转过身

对东大派出所所长黄庆煜说 ) !要

切记我们的公安前面还有 ,人民 -

二字 #我们是人民的公安 #每一个

来办事的群众都是我们的服务对

象$ 你们是代表我们政法机关来做

工作的 # 一定要把服务工作做好 #

体现出政法机关的形象 #要真正做

到 ,人人都是政法干警的形象 #案

案都是公平正义的载体-$ "

离开派出所前 #蒋克勤转身进

了派出所的厨房 # 打开冰箱后 #只

发现几个辣椒躺在里面$ 蒋克勤笑

着对魏都区公安分局局长孟廷秀

说)!怎么只有辣椒啊* 干警值班很

辛苦#可不能只吃辣椒啊+ "孟廷秀

说 ) !派出所对面就有一家蔬菜超

市 #现吃现买 #随时都能吃上新鲜

的蔬菜$ "

接着#蒋克勤一行又来到东大办

事处综治中心$当得知该综治中心有

两名专职的工作人员时#蒋克勤对魏

都区政法委和东大办事处的领导说)

!综治中心的人员不能都是兼职#绝

不能兼到最后变成了聋子的摆设+ "

蒋克勤说#!综治中心整合了乡 %镇'

办&派出所'司法所和法庭的力量#要

真正地发挥出作用来#建立起矛盾纠

纷排查机制#及时发现和化解辖区内

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

安报南阳讯 !记者 王海锋 通

讯员 唐新 元午 大策&昨日#南阳

监狱二监区专业防暴队正式成立$

该防暴队共有成员
%!

人# 均配备

了防暴服'防暴头盔'防暴盾牌和

警棍等专业装备$

监区防暴队的成立#是针对新

时期监狱安全防范形势的需要而

成立的$ 为了切实提高广大监狱干

警的自我防范和保护能力#切实提

高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监区

新一届领导班子审时度势#与时俱

进#科学决策#果断成立监区防暴

队$防暴队成员分别来自监区科室

和分监区#都是监区精心挑选的精

英#全部具有军旅经历#个个具有

丰富的防守反击能力和擒敌技术$

安报信阳讯 !记者 陈建章 通

讯员 蔡瑞明 朱淑均& 商城县法院

在立案' 审判和执行上积极落实

!三优先"政策服务农民秋收秋种#

截至昨日#共办理各类涉农案件
#'

件#无一件超期审理和执行#受到

社会各界好评$

该院以!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为契机#在办理涉农案件时确保三

个优先)首先是优先立案(其次是

优先审判(再次是优先执行$ 为了

保证涉农案件的优先执行#该院执

行局一方面对涉农案件进行了摸

底造册#另一方面及时开展秋季清

积活动#积极创新有奖举报'媒体

曝光等工作方法#把执行款物及时

送给当事人$

安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

讯员 解金红&日前#周口市检察机

关第四届!全市十佳公诉人"暨!全

市优秀公诉人"评选活动圆满落下

帷幕$ 淮阳县检察院谢峰等
%"

人

被评为新一届!十佳公诉人"#市检

察院刘勇等
%"

人被评为 !优秀公

诉人"$ 当日#参加模拟法庭辩论赛

的
$&

名公诉选手# 以良好的应变

能力和扎实的业务功底#赢得了评

委们的一致好评$

安报讯
%%

月
%

日晚# 全国女

子散打冠军赛在浙江温州落下帷

幕$ 经过
(

天的激烈争夺#由少林

塔沟武校代表的河南队最终获得
!

个第一名'

$

个第二名'

$

个第三名

和
%

个第五名的好成绩$ 其中#夏

瑞鑫'吴彦青分别夺得
'"

'

'(

公斤

级冠军$ %张军&

安报焦作讯!记者 杨家军 通讯

员 郑军 卫向娟"近年来#焦作市两

级法院行政审判庭积极探索 !协调"

机制#创新行政审判方式#最大限度

地发挥了行政审判化解官民矛盾的

!减压阀"作用
+

为当地的和谐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

行政诉讼案件的高判决率 '高

上诉率 '高申诉率一直是困扰行政

审判质量的重大难题$ 针对这种情

况 # 焦作中级人民法院早在
!""#

年对基层法院提出了 !四低一高 "

%上诉率低'改判率低 '发回重审率

低 '超审限率低 #结案率高 &的要

求 #提倡在行政审判中借鉴民事调

解经验 # 大力采用协调方式结案 #

探索针对行政裁决 ' 行政处罚 '行

政不作为等不同类型案件采取不

同的协调方式 #并将温县法院行政

庭作为试点$

!""#

年温县法院行政

庭实现了新审理的一审案件实现

零上诉率的历史突破 #成为该市法

院行政审判工作化解官民矛盾 #构

建和谐社会的亮点 #该做法也受到

省法院的肯定$

!""'

年#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总结
!""#

年案件协调经验的基础

上#根据省法院工作要点#在焦作市

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行政

审判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案件协

调处理新机制#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

!""'

年# 各基层法院着力构建和谐

诉讼模式# 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

化解了大量的官民矛盾#融洽了政府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沁阳市法院行政

案件协调撤诉率达到
)*!

#温县法院

协调撤诉率达
)(!

$行政审判协调机

制初显成效$

安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马建

刚 通讯员 韩杨鹏"昨日#洛阳市委

政法委召开!打击城乡黑恶势力"专

项活动会议# 要求政法机关要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为全市 !两委"换届

选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按照专项活动总体部署# 洛阳

市委政法委把这次专项活动与新农

村建设和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相结

合#严格履行职责#抓住有利时机 #

积极配合#主动出击#切实把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据悉# 此次 !打击城乡黑恶势

力"专项活动的重点是)一是宗族恶

势力以及其他形式的乡霸'村霸'地

霸'路霸#注意摸排当地有违法犯罪

嫌疑' 涉黑涉恶嫌疑和重点人员情

况$ 二是要对以往办理的黑恶案件'

恶性刑事案件等进行清理$ 三是要

及时查处$ 要对涉及选举换届工作

的报警快速反应' 及时处置( 对胁

迫'收买选民投票或阻挠'威胁村民

投票#恐吓'威胁'伤害候选人#在选

举期间故意制造混乱等人为干扰 '

破坏选举的行为# 要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 对构成黑恶犯罪的要严格按

照办理黑恶犯罪的相关规定从重打

击$

该市要求#对那些排查工作敷衍

应付#工作棚架#该发现的发现不了

的#或是群众举报不及时调查'处理

的# 市委政法委将实施倒查追究#查

明原委#给予相应的组织纪律处分$

!"#$%&'()*+,-./

追逃犯不惧千里

塔沟武校女子散打
再获两金三银

评选#十佳公诉人$

提高队伍素质

采用%三优先&举措
服务农民秋收秋种

成立专业防暴队
应对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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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交警支

队事故处理大队

狠抓 !三基 "工程

建设#加强基本业

务技能培训#科技

强警#提升队伍战

斗力$图为近日该

队民警在试用科

技装备$

%安报记者

郭 春 彦 通 讯 员

李 纪 红 摄 影 报

道"

汝阳县委% 县政府高度

重视平安互助网推行工作#坚

持把推广建立平安互助网作

为强化农村综治基层基础建

设来抓$ 目前#汝阳县
!%#

个

行政村已全部完成平安互助

网建设$

日前#汝阳县委书记侯俊

义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

松涛等的陪同下到城关镇武

湾村调研平安互助网建设#要

求通过建设平安互助网#要搭

建农村群防群治的平台#通过

增强群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

村的治安防范#为汝阳长治久

安打下坚实基础$ !安报记者

郭富昌 马建刚 通讯员 曹俊

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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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民行案件回访
构建和谐平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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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赌博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