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俊晓 通讯员

顾方"!我志愿加入水上义务救援队"

愿意利用自身所长" 无私服务遇险群
众##$昨日上午"鲜艳的队旗下"郑
州市警民

!""

余人齐聚沉沙池案边"

在石佛派出所指导员孔锋的带领下宣
誓%昨日"省会郑州成立首个警民水上
义务救援队%

在每年发生的中小学生安全事故
中"溺水是造成广大中小学生"尤其是
农村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杀手
之一%近年来"在郑州市高新区石佛沉
沙池每年都会有学生溺水身亡的悲剧
发生%为挽救更多的生命"

#

月
!"

日上
午

$%

时"在郑州高新区公安分局石佛
派出所倡导下" 郑州市首个警民水上
义务救援队成立%当日"民警带领当地
小学生"在沉沙池岸边举行了!法制宣
传&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在现场活
动中" 派出所民警向来自石佛小学的
学生代表讲解了安全防范方面的知
识" 还和沉沙池管理人员一起向学生
们进行了现场救援演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赵蕾 通

讯员 姚献
&

文图"

#

月
!"

日上午"

省女子监狱广场上" 一次别开生面
的刑释人员就业安置见面会为即将
刑满释放的近百名刑释人员搭建了
就业桥梁% 如此大规模的就业安置
见面会"该狱已连续举办了六届%

得知要到大墙内招工"新乡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新乡市劳务输
出服务局& 新乡市职业介绍服务中
心&新乡市人才网等单位积极响应"

协助联系了新乡市区涉及服装&保

洁&印刷&保健行业共
'"

家用人单
位&

(%

余个工种" 为服刑人员带来
了

#%%

多个就业岗位"充分满足了
女刑释人员的择业需要%

新乡市某服装厂的招工台位
前围满了人" 显然服装企业更受服
刑人员的!青睐$% 该企业负责招工
的同志一面宣传单位的待遇情况"

一方面表示对省女子监狱服刑人员
缝纫技术过硬早有耳闻" 非常欢迎
服刑人员出狱后到该企业就业%

在就业意向书上签上自己

的名字"服刑人员杜艳'化名(感
到心里甜丝丝的% 杜艳还有两个
多月就要出狱了" 这次她与前来
招聘的一家服装厂达成了就业意
向%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见面
会" 最真切的感受就是监狱领导
的良苦用心和社会对我们服刑人
员的关爱" 这使我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感谢监狱) 感谢社会) $

据悉" 在这次见面会上"有
)*

人与用工单位达成了就业意
向%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近段
时间"湖南省邵东县学生罗彩霞被当
地公安局政委的女儿冒名顶替一事
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 据相关报道"

相关责任人已受到相应处理"当事人
也到法院起诉要求经济赔偿% 然而"

发生在南阳邓州的!顶替门$事件'详
见本报

)

月
!)

日
%+

版(结果却令人
寻味%

事件回放 女孩
!

岁教书

!%

年前" 邓州市一名民办教师
因家庭原因向所在学校请假外出"而
自己留在学校的一切个人证件&资料
被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移花接木顶
替% 按照被顶替的档案资料计算"顶
替人实际年龄

'

随即开始教书育人"

)'

岁退休后领上退休工资% 目前"该
顶替人风华正茂已经退休"享受着退
休教师的一切待遇%让被顶替人气愤
的是"顶替者不但顶替了教师档案资
料"享受着!她$的待遇"而且通过重
重关卡"将!她$的身份也变更!挪用$

了% 被顶替者没了户口成了!黑人$"

顶替者却拥有两个身份%

处理结果 顶替者工资停发

#

月
$,

日"记者回访时得知"在
)

月
!#

日"邓州市人事局&教育局联合
出台了调查后的处理意见* 立即停发
程传霞以杨改勤之名所领的退休金+

对于程传霞使用!杨改勤$的名字和相
关档案资料这一侵犯人权的做法"此
案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而该意见未
对涉嫌造假的相关单位教育局& 人事
局&公安局作任何处理意见%

而在此之前
-

该市纪委领导已作
出批示*!请邓州市人事局会同教育
局"进一步核实情况"拿出处理意见
并与当事人见面" 限一个月处理完
毕%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邓州市相
关单位均没有任何回音%

对于此处理意见"杨改勤表示不
服"!肯定还要上告$%

乘坐客车出事 车主担当责任
本报讯

)

月
'

日" 王某乘坐郭
某驾驶的四轮拖拉机同被告赵某驾
驶的面包车相撞" 致使王某受伤住
院% 商丘市事故处理大队认定赵某负
主要责任"郭某负次要责任"王某无
需担当责任% 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后"判令保险公司支付王某残疾赔偿
金

!)(%%

元%

"

杨健
#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四强化$

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结合辖区实际"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做
好春夏交替时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 一&强化路面管控"严查交通违法+

二&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三&

强化应急预案"落实值班备勤+四&强化
源头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

吴爱民
$

羊啃麦苗起纷争 挥锹伤人获拘役
本报讯 被告人吴建华的妻子杨

桂兰因自家的羊啃了本村吴大帅家
地里的麦苗"与吴大帅的母亲程凤云
发生吵架%

!%%,

年
((

月
!.

日
.

时
许"吴建华又因为此事与吴大帅发生
厮打"吴建华用铁锨将吴大帅右手打
伤%

'

月
!'

日"夏邑县法院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被告人吴建华拘役

#

个月%

!张建军 吴传华"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启动 %春风
化雨&系列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交通
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努力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卫辉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工作部署"

于
'

月
!!

日下午" 拉开了卫辉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春风化雨$系列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序幕%

%

张熙瑞
$

重视调解结案率 案结事了促和谐
本报讯 日前"新密市法院民二庭

对承办的民商事案件"承办人着重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着重做好当事人的思
想及实际情况工作出发"使当事人之间
从纠纷中减少分歧"较少诉累"缓解矛
盾" 从不良想法中纠改过来"

'

月份调
解结案占总案件数的

.!/

% !马坤坡"

睢县检察院组织干警体检
本报讯 近日" 睢县检察院组织

全院干警职工进行体检% 多年来"因
人员少&任务重&工作累"该院干警经
常处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体检既消
除了干警的后顾之忧"同时极大地激
发了干警的工作热情%

"

付伟
$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多项措施
保护交通安全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多项措施预防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一是认识到位"确保事故预
防措施得到落实+二是交通乱源整治到
位"确保严重交通违法得到遏制+三是
危险隐患排查到位"确保辖区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 四是重点车辆管理到位"确
保重点车辆实现!零$死亡% !张洁"

多措并举 注重实效
本报讯 原阳县陡门派出所立足

本职"结合辖区实际"多措并举"注重
实效"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受到
辖区企业的好评% 陡门乡派出所在工
作中始终坚持!两个一$工作制度"全
面服务企业建设"对于辖区窑场的报
警求助"他们采取!三快$"即出警快&

调查快&处理快% !谢香峰"

陡门派出所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

月
!%

日" 陡门派出所
针对目前未成年& 青少年犯罪的特
点"认真地总结近几年辖区发生在青
少年身上的违法犯罪案例 " 结合当
前的治安形势" 组织了全所民警对
辖区三所中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
法制宣传教育" 用身边真实案例写
成的教材给学生上了一堂受益匪浅

的法制课% !谢香锋"

巡逻途中遇险情 奋力施救保平安
本报讯

'

月
(*

日" 刚刚下过一
场雨"市公交公司

'

路公交车行驶时
为躲闪一辆逆行的大货车陷入路旁
的泥潭中"随时可能跌入六米多的深
沟"车上的乘客即刻惊呼"乱作一团%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交警大队的一辆
巡逻车正巧巡逻至该路段"经过努力
终于使乘客脱离了危险%

"

吴爱民
$

原阳县交警大队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当前工作

本报讯 近日" 原阳县交警大队
组织召开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心
得体会交流会% 交流活动结束后"大
队领导强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
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深入持久地开展
下去"认真领会"全面准确地把握科
学发展观的内涵"切实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当前的交通管理工作% !刘兴武"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圆满完成
活动交通安全保卫任务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系列庆典活
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卫辉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按照新乡市交巡
警支队工作部署和卫辉市局,比干诞
辰

)(%(

周年纪念活动安全保卫工作
方案-要求"大队切实做到精心谋划"

周密安排" 圆满完成了 !比干诞辰
)(%(

周年纪念系列庆典$活动交通安
全保卫任务% !吴爱民"

原阳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 在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及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活动中"原
阳县交警大队坚持重点面向驾驶员&

农民&企业职工&中小学生&城镇居民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落实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交通参与的安
全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和谐交通的健康发展%

"

刘 伟
$

不懈努力破疑案
本报讯 在!中原卫士杯$破案追

逃竞赛和!天网$专项追逃行动中"卫

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按照支队和市
局统一安排部署" 层层量化任务"责
任落实到每名民警% 经过!

(

.

*

$重大
交通肇事专案组人员近三个月的不
懈努力"该案于近日成功告破"有力
地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

吴爱民
$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重拳整治
农用车违法载人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交通
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向纵深发
展"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真分析
研判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和交通事
故发生特点和规律" 切实加大对农用
车非法载人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消除事故隐患"努力创造安全&有
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李海玉"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三个到位&力
促行政非诉案件和谐执行

本报讯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
展"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坚持将和解执
行理念引入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全过
程"坚持!三个到位$"得到了当事人
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好评"取得了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 一是法律宣
传到位% 二是执行程序到位% 三是执
行效果到位%

"

肖国良
$

感恩唐山人 千里送锦旗
本报讯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许"吕明海在卫辉境内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经过民警的处理"让吕明海
非常满意%

#

月
.

日上午"家住河北唐
山市的货车司机吕明海专程从家乡赶
到卫辉市" 把一面感恩的锦旗送到了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李新
河和事故中队民警闫泽学的手中"以
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

吴爱民
$

泣沥诚心感谢卫辉交警
本报讯

!%%*

年
'

月
()

日上午"

一阵阵清脆的鞭炮声在卫辉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院内骤然响起"一名妇女
抱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手持装饰精美
的感谢信"要求面见大队领导"真诚
感谢公正执法"为其排忧解难的大队

事故中队民警宋秀生&王爱华和李永
茂三位同志%

"

张熙瑞
$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加强计划生育
行政非诉案件执行工作

本报讯 今年来" 鹤壁市山城区
法院切实加强计划生育行政非诉案
件执行工作% 首先" 该院和行政机
关依法建立计划生育行政非诉案件
强制执行工作协调机制 % 其次 "山
城区法院在对计划生育行政非诉案
件强制执行过程中"坚持以思想教育
为主"引导被申请人自觉履行法定义
务%

"

周一波
$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四项举措积
极开展乱停乱放集中整治效果显著

本报讯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四项举措积极开展乱停乱放集中整
治*一&对健康路&比干大道车辆乱停
进行有效解决+二&对建业生活广场前
路段占道严重的现象进行整治+三&对
汽车站附近的乱停车现象进行整治+

四&对洗车铺&酒店&娱乐场所等门前
占道停放现象进行整治% !李海玉"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采取多项措
施做好中小学%春游&交通组织保障

本报讯 为做好中小学!春游$交
通组织保障工作"卫辉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采取多项措施*一是加强!五进$

安全宣传教育" 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二是加强校车管理"确保学生乘车安
全+三是加强路面巡查"做好学生春
游交通安全引导+四是加大交通事故
应急处理力度%

"

张 洁
$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以%三保&为切
入点 推动行政审判工作

本报讯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以!保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为切入点"进一步推动行政
审判工作的开展% 一是要把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作为切入点% 二是要把促
进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切入点% 三是
要把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作为切入点%

"

张洪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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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俊晓 实习

生 李肖慧"昨日
()

时许"郑州市中
原区互助路上"经民警调解"刚刚发
生纠纷的市民李先生与对方化干戈
为玉帛% !满意"我们不投诉"给你们
添麻烦了% $接过处警民警递上来的
接处警监督卡时"他不好意思地说%

从本月开始" 省会警方在全市推广
接处警监督卡制度" 如果当事人认
为民警处理不公" 可通过监督卡上
的电话" 向派出所领导和局领导投
诉%

昨日
()

时许"中原公安分局林
山寨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

因交通问题他与一名路人发生纠
纷" 该所民警常轲和冉东波立即赶
往现场% 对双方进行调解后"民警分
别向他们递上了接处警监督卡% 记
者在民警随身携带的接处警监督卡
上看到"监督卡分正反两面"正面印
有责任民警的名字&电话"背面印有
林山寨派出所所长肖振亚的办公室
电话和手机" 以及中原公安分局局
长热线电话% 据郑州市公安局有关
负责人称" 这是针对今年公安机关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 为进一步
规范派出所民警在接处警环节的行
为举止" 省会警方在专题调研的基

础上制定了该制度% 其目的是让公
安派出所接处警工作公开化" 进一
步增加透明度" 更好地接受群众监
督%

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了解到" 个别民警在接处警过程中
执法不规范" 不仅影响了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满意度" 而且也影响了公
安工作的整体形象% 因此"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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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郑州市公安局以中原公安
分局为试点" 在全市派出所中先期
试行接处警监督卡制" 取得明显成
效% 在此基础上"郑州市公安局召集
治安部门领导和民警代表在中原分

局召开专题座谈会" 对中原分局使
用情况进行了总结" 并决定从本月
起" 全面推行派出所民警接处警监
督卡制度%

!刚开始有个别民警不理解"担
心会遭到有关当事人恶意报复% 经
过半年后的试行" 越来越多的民警
感觉到" 这项措施不仅规范了民警
执法行为"保护了民警正当执法"而
且也在警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
桥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作
为早期试点单位的林山寨派出所指
导员刘淑惠深有感触地说%

!线索提供 李建强 郭建岭 胡洪禹"

省会警方在派出所全面推行接处警监督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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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女子监狱举办
第六届刑释人员就业
安置见面会

水上义务救援队
保学生暑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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