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四项措施努力
实现案结事了

本报讯 在 !调解年 "活动中 #鹤
壁市山城区法院遵循案结事了$和谐
司法的理念# 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严
格依法办事#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是安排人民陪
审员参审& 二是增加出庭应诉率&三
是引入诉前调解机制&四是加强诉后
释疑% !郑钰洁"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三项措施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为推进执法规范化建
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卫辉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统一部署#在争创活动中
从细微入手#强化三项措施#强力推
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一是从教育培训
入手提高队伍素质&二是从服务措施
入手保证执法质量&三是从健全机制
入手强化监督体系%

!

张洁
"

淇县法院专项整治效果好
本报讯 淇县法院刑庭积极主动

服务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积极参
与!打黑除恶"$!集中整治农村$城市
突出治安问题"$!打击破坏(三电)设
施"等专项整治活动#全力投入!集中
处理涉诉信访专项活动"# 化解了大
量刑事涉诉信访老案#消除了社会不
稳定因素% !詹玉旗"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五项措施
全力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五项措施全力做好 !中国卫辉*唐庄
桃花节" 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一

是总结分析#制订方案&二是成立组
织#加强领导&三是明确任务#做到四
个!到位"&四是加强宣传#热情服务&

五是强化管控#确保安全% !李海玉"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及时反馈行政审
判信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办事

本报讯 为进一步有效推进行政
审判工作#鹤壁市山城区法院确立了
行政诉讼年度报告制度#就上一年度
的行政审判情况以报告书的形式分
别向有关行政机关反馈% 两个行政部
门认为法院的报告对促进行政执法
部门行政水平的提高有直接的启示
和帮助%

!

肖国良
"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
采取有效举措服务企业

本报讯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采取
有效举措服务企业'一是积极深入一
线调查摸底&二是开展送法进企业活
动&三是公正$高效审理涉企案件% 该
院立足审判工作# 积极延伸职能#及
时妥善处理各类涉企纠纷#有力地保
障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

肖国良
"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多项措施
严厉整治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多项措施整治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一
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责任&二是
深入宣传发动#大造舆论声势&三是建
立信息台账#方便核查鉴别& 四是加强
路检路查#强化打击力度&五是整治非
法改装车辆店铺$企业% !张洁"

汝阳县检察院法警大队
岗位练兵动真格

本报讯 近日#汝阳县检察院法警
大队组织全院

!"

名法警# 开展了为
期

!"

天的集中训练活动% 按照高检
院!一熟$两懂$三会"的标准要求#合

理制订了基本技能和体能训练计划#

有步骤$ 有重点地抓好训练的落实#

并专门聘请武警中队士官为教员#进
行了队列$擒敌拳$警械具使用等项
技能训练#全院司法警察综合素能得
到了进一步提高% !付献朝"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采取 #三个
打造$措施唱响交通安全宣传戏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为加快推进

#""$

年!保护生命$平安
出行"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程的步
伐#积极采取!三个打造"工作措施#

切实提高各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
意识% 一是打造景区交通安全宣传
!线"& 二是打造景区交通安全宣传
!点"& 三是打造景区交通安全宣传
!面"%

!

李海玉
"

牢固树立%三个意识&

努力做好检务保障
本报讯 汝阳县检察院机关服务

中心认真强化!三个意识"'有为才能
有位# 有位更要有为的岗位意识&人
人肩上有担子的责任意识& 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服务意识#使后勤保
障工作更加规范化$ 专业化和人性
化# 确保了各项检察业务的顺利开
展% !苏小红"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及时做好
夏季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
事故的发生#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科
学调整警力部署#强化工作措施#切实
做好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一$

加强路面管控&二$排查事故黑点
%

三$

做好施工路段交通秩序管理&四$深入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吴爱民"

南召县检察院对上访人进行心理教育
本报讯 南召县检察院在长期的

工作实践中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上
访者为了所谓的面子而不惜一切代
价% 单纯的法律救济和经济救助并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上访的刑事案
件被害人#该院对其进行法律和社会
公德等方面的心理矫正#以帮助其消
除错误$狭隘$冲动的维权观念%

!孙涓涓 余永明"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春风化
雨& 系列交通安全宣传走进出租
车管理大会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 卫辉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卫辉市城管局
在市粮食局大会议室共同组织召开
了!春风化雨"系列交通安全宣传暨
城市出租车安全管理大会#对全市出
租车车主及驾驶人进行安全宣传教
育#全市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出租车
车主共

'""

余人参加了会议#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

李 波
"

三措施实现 %零上访&

本报讯 平顶山市石龙区检察院
三项措施# 实现了连续三年来涉检进
京赴省上访的!零记录"'一是完善案
件质量监督机制# 保证所办案件不出
问题&二是加强检务督察#保证良好的
检风检纪&三是推行案件说理制度#对
每起案件的处理都向当事人说明理
由#彻底减少上访苗头% !曹帅强"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大查处
违法车辆

本报讯 在集中整治大货车交通
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卫辉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结合本市交通管理工作实际#周
密安排#量化任务#自集中行动开展以
来#共查处

("

余辆涉牌涉证违法车辆#

取得了明显的整治效果% 近日#大队国
道中队又查获一辆汽车# 涉嫌三人#

(#

起违章被限时处理% !吴爱民"

永城市法院推行%阳光执行&

本报讯 永城市法院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借鉴兄弟法院的可行性做法
推行!阳光执行"'一是积极促使执行
和解化#把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放
在首位% 二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
示化% 三是实行执行制度公开化#向
当事人明示采取执行措施的相关规
定% !岳晓丹"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采取四项
措施深化爱民实践活动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采取四项措施深化民警!大走访"爱民
实践活动

)

一是完善组织机构#确保!大
走访"扎实有序开展&二是进一步健全
各项管理制度#确保!大走访"活动稳步
推进&三是开展网络化建设#确保!大走
访"形式多元化&四是固定一个机制#确
保!大走访"效能化%

!

张 洁
"

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一起涉险纠纷
本报讯 日前# 商丘市睢阳区法

院审理一起涉险纠纷#原告宋某医疗
费$住院护理费$后期护理费$残疾赔
偿金共计

#!*(#'

元由肇事车主负担
#!

万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商丘市睢阳支公司在保险
责任限额内承担

#"

万元%

!

杨健
"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六项措施
集中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全市学校
周边秩序# 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卫
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采取六项有效
措施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一是广泛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二是组织排
查整改&三是开展校车排查&四是上
好高峰岗#文明执勤&五是加强路控
路查&六是搞好汇报配合%

!

李海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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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建芳 通

讯员 黄国华 冯心霞" 因窨井
未上盖# 导致路过的市民跌入
其中#摔裂嘴唇摔断牙齿#

(

月
!$

日#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被
判赔偿受害者各项损失

!

万余
元%

#""+

年
*

月
!*

日零时
!*

分# 郑州市民周明骑自行车沿
嵩山路由南向北行至郑供嵩山
路

"'

号线杆处时#跌入印有郑
水闸井盖的窨井中发生事故%

经确认# 该井归郑州市自来水
总公司所有# 事发时该井的盖
子未在井上% 周明受伤后被诊
断为脑震荡$下唇裂伤$下颚软
组织伤$ 颈部软组织伤及牙齿
缺损%

#""+

年
!#

月
!$

日#周
明将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诉至
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费用等合
计

,#$''-"+

元%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认为#

被告对归自己管理的井盖负有
管理巡查$ 确保路面行驶安全
的义务#但其未尽到此义务#由
于其过错导致周明受伤# 故应
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平顶山讯 !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黄庆华" 昨日#

记者在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
检察院了解到# 犯罪嫌疑人
曲某到公安机关索要被扣押
的无牌照摩托车时# 身上携
带的

$""

多份假发票被民警
发现%

(

月
!$

日#他因涉嫌出
售非法制造的发票被批准逮
捕%

湛河区检察院承办此案
的检察官李慧娟介绍说 #现
年

#+

岁的曲某是新华区某
社区居民#无业%

&

月
!#

日
!(

时许# 曲某背着一个黑色电
脑包# 驾驶一辆无牌摩托车
在市南环路上行驶时# 被湛
河公安分局巡逻民警发现
后#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查% 曲
某担心身上带的假摩托车驾
驶证被查出# 加大油门飞快
驶离#民警驾车紧追% 在市果
品批发市场大门口附近 #他
丢下摩托车跑了# 民警将摩
托车扣押% 把假驾驶证藏好
后# 曲某径直来到湛河公安
分局#要求归还摩托车% 据其
事后交代# 他认为身上没带
假驾照# 公安局不会把他怎
么样#顶多接受处罚了事%

一位民警询问了曲某的
基本情况后#出于职业敏感#

认为此人身份和背的电脑包
不相符# 便随口问了句'!包
里装的啥呀+ " 曲某脸色大
变#抽身就往门外跑% 民警立
刻拦住他对包进行检查 #结
果发现包内有很多发票 #足
有

!$

本共
$""

多份# 票面金
额

!'

万多元% 曲某对这么多
发票的来历和用途不能自圆
其说#一会儿说自己用的#一
会儿说帮朋友捎的% 经鉴定#

这些发票全部是假发票% 证
据面前# 曲某只得承认自己
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一事 #

并供述当天已卖出
(

本共
#("

份假发票% 当天#曲某被
湛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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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记者 杨家军 通讯

员 王巴黎 王雷
.

文 通讯员 高付安
5

图"诱骗女青年欲行不轨#遭对方反
抗后竟残忍将其杀害% 近日#随着焦
作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史某从江苏省
苏州市押解回焦#发生在焦作市的这
起杀人案宣告侦破%

(

月
&

日
#'

时许# 焦作市公安局
马村公安分局接到待王街道一居民报
案#称其女儿小丽,化名-于

(

月
'

日下
午离家后!失踪"% 接报后#马村公安分
局组织民警展开调查%

(

月
(

日下午#

民警获悉一条重要线索' 据小丽的一
个朋友反映#

&

月
#,

日#小丽曾说本村
的一名男青年约其到焦作市缝山公园
帮这名男青年去!相对象"% 此后几天#

那名男青年频繁与小丽联系%

通过多方查证#专案组确定了与
小丽联系的男青年是与小丽同村的
史某#且史某在被害人!失踪"后也下
落不明%

(

月
,

日凌晨时分#民警对
史某家进行搜查时#在卫生间内发现
了小丽的尸体% 至此#史某立即成为
该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警方对他的

抓捕工作全面展开%

(

月
,

日#办案
民警侦查发现#史某已潜逃至江苏省
苏州市# 随即赶赴苏州进行布控抓
捕%

(

月
,

日
!*

时许#史某在苏州的
某街道刚一出现#就被守候在那里的
焦作$苏州两地民警抓获%

经审讯#史某供述#他与小丽平
时较为熟悉#来往频繁%

(

月
'

日下
午# 史某请求对方帮助自己 !相对
象"# 以此为名将小丽骗至自己的住
处欲行不轨#因遭遇激烈反抗#其情
急之下将小丽当场杀死后潜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俊晓 实习

生 李肖慧
5

文 记者 宁晓波
.

图" 手法
娴熟$以假换真#郑州有两家礼品回
收店玩起魔术#将顾客拿来想卖掉的
高档真烟换成劣质假烟% 昨日#郑州
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向媒体揭秘两个团伙!高超"的手段%

昨日#在中原分局第二责任区刑
警队#记者见到讯问室的桌子上摆满
了香烟% 这些烟外包装跟正常的没有
两样# 里面的内容却让人大跌眼镜&

明明是!中华"#里面却是!中南海"&

明明是!黄鹤楼"#里面却是最便宜的
!大前门"% 民警说#这都是他们从礼
品回收店里查到的% 目前#警方抓到
涉案犯罪嫌疑人

*

名 # 连带破案
&

起 # 缴获此类假冒高档香烟
!("

余

条# 为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
!-#

万余
元%

此前 # 警方连续接到群众报案
称#明明自己拿的是真烟#到礼品回
收店后#就变成了假烟% 民警意识到#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随即对可疑礼品
回收店重点监控%

(

月
!(

日#在郑州
市汝河小区门口#民警发现一名女子
掂一个黑色塑料袋进入可疑礼品回
收店% 该女子正要离开时#民警进入
店内#将

&

名可疑人员控制#当场查
获假冒中华香烟

,

条#其他品牌高档
香烟

!""

余条%

(

月
!*

日
!&

时许#在
汝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附近的另
一家店内#民警抓获另外一个团伙的
'

名犯罪嫌疑人# 收缴假中华香烟
(

条#真中华香烟
(

条#各类假冒高档

香烟
("

余条%

犯罪嫌疑人杜明,化名-承认#这
两个犯罪团伙都是夏邑县人#有着各
种各样的关系#其中犯罪嫌疑人刘某
是其侄女#邢某是刘某的丈夫% 杜明
称#这些所谓的高档烟都是他们以每
条

!"

元左右的价格买来的%平时#他
们留一人看店# 遇到有人卖礼品#另
外两名团伙成员会带同品牌的假冒
香烟去店里#在一名团伙成员吸引顾
客注意力的同时#另外几名成员借口
鉴定香烟真假进行掉包% 然后#他们
把真烟以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价格
出售% 当顾客发现时#他们以出了店
门与己无关进行推诿#顾客只好自认
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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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焦作

无盖窨井致人受伤
自来水公司被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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