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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滑县人民
法院王庄执行团队用一张带
有被执行人“大头贴”的敦促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通告执结两起案件。

被执行人王某从某银行
借20万元并约定利息，由朱
某、郑某等两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借款到期后，王某
未按时偿还借款本息，朱某、
郑某等担保人分别代王某偿
还银行本息8万元。随后朱

某、郑某多次催要，王某均以
无钱为由拒不支付代偿款。
朱某、郑某分别将王某诉至
滑县法院并胜诉。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滑县法院依法向王某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
法律文书，但是王某既不申
报财产，又不履行还款义
务。执行法官多次寻找王某
无果后，前往被执行人村里，
并在该村人员集中的醒目位

置张贴带有被执行人照片的
敦促履行通告。

“这带着照片的通告实
在太丢人了！”次日，被执行
人王某的丈夫及哥哥受王某
的委托来到滑县法院执行
局，将朱某追偿权一案的8万
元案款全部履行完毕；与郑
某追偿权一案达成执行和
解，当日履行案款4万元，余
下案款分期一年内还清。

本报讯 29岁的刘宴男
是安阳县公安局吕村派出所
民警。乍一看，他的脸上有
些许的稚嫩，话不多，所有的
事情总是默默地压在心底。
但他扎根基层，在平凡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吕村镇是安阳县东部重
镇，辖区情况复杂。2016年
12月，刘宴男被分配到吕村
派出所临时接替户籍工作，
同时参与值班备勤、案件办
理。为了能让每一个前来办
理户口的群众能够满意而

归，刘宴男加班加点是常有
的事，同事们劝他多注意身
体。他总是微笑着说“没关
系，我年轻，顶得住”。

2017年冬天，吕村镇连
续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
严重损害了群众财产安全。
刘宴男仔细分析嫌疑人作案
特点，连夜逐个查看每起案
件监控，最终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王某杰，并成功将其抓
获，通过审讯后又锁定了其
他几名犯罪嫌疑人，将该盗
窃团伙一网打尽，辖区群众

拍手称快。
2019年新中国迎来七十

华诞，安保任务繁忙。9月9
日本应是刘宴男和女友领取
结婚证的日子，可刘宴男一
忙起来竟然忘了时间，直到
晚上才想起来。无奈只能将
婚期推迟。在安保任务开始
初期，与同事协同配合成功
劝投牛某英、张某民、王某只
三名逃犯，抓获历年逃犯郝
某房，出色地完成了国庆70
周年大庆各项安保任务。

本报讯“猎手”、“名
捕”、“合成作战专家”……今
年44岁的董刚被战友送了不
少绰号。从警22年来，他坚
定履行使命，刻苦钻研业务，
犹如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剑，
在打击犯罪中屡建奇功。

今年年初，安阳市连发
30余起汽车玻璃被砸案件。
安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辖区
共有七八辆车被砸。作为全
省第一家实质性投入运营的
情指联勤中心的负责人，董
刚立即指挥警力，从视频侦
查入手，搜集案件线索。通

过化装侦查，直接在嫌疑人
家中一举将三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成功侦破了这一省厅
督办案件。

董刚非常注重把工作做
实做细。2018年8月2日夜，
高新区辖区一名快递员被
杀。董刚通过调取视频监
控，发现一可疑人员坐网约
车消失在明福街一酒店附
近。他带领民警对视频一帧
帧反复查，作出大胆研判，案
发不到24小时就成功抓获了
犯罪嫌疑人。

从合成作战大队到情指

联勤中心，4年间，董刚带领
民警和辅警共抓获各类嫌疑
人490人，刑拘303人；追逃
91人，其中包括部督逃犯1
名，省督逃犯3名；侦破盗窃
电动车、入室盗窃等侵财案
件847起，系列性案件50余
起，成为高新分局名副其实
的打击利剑，先后荣立个人
三等功9次，受到个人嘉奖8
次，并被授予河南省“中原卫
士”、“省优秀人民警察”、安
阳市“优秀青年卫士”“十大
民警标兵”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 按照全警实战大
练兵工作安排部署，汤阴县公
安局全力备战省厅、市局全警
实战大练兵考核比武，积极发
挥警务实战教官的作用，近日
分批对十个重点备战单位民
警开展送教考核。

此次送教考核，该局警
务实战教官首先针对今年考
核比武基本体能项目中新增
的握力和坐位体前屈为大家
进行了详细讲解和操作，并

一一让民警进行操作和训
练。随后，教官们采取模拟
常见警情的方式，对模拟现
场处置情况进行测试。该局
警务实战教官按照省厅考核
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针对
各单位警情处置情况进行重
点点评指导，以达到提高基
层所队民警现场处置能力和
水平。

在前期送教考核的基础
上，该局组织全局基层一线

民警分批次开展2000米跑体
能测试。以便明确自己在体
能上的下一步训练方向，不
断推进全局训练水平向新的
更高层次发展。

此次送教考核，对送教
民警基本体能和警情处置按
照考核比武细则全部摸底考
核一遍，迅速在全局燃起练
兵比武热潮，大家摩拳擦掌，
踊跃练兵，全力备战全省、全
市考核比武。

本报讯 滑县的史固村
是国家级贫困县，2015年，
精准扶贫战略全面打响，省
委军民融合办被省委省政
府指定为史固村的定点帮
扶单位。省委军民融合办
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结合
该村实际，走出了“围绕一
个建设、聚焦两个提升、开
展三个探索”的定点扶贫之
路。

“围绕一个建设”，即围
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谋划
村内各项事业发展，提升基
层组织的凝聚力。“聚焦两
个提升”即聚焦“提升产业
发展的质量，提升村民获得
感和幸福感”。省委军民融
合办结合当地实际，鼓励大
棚种植业发展，使31户贫困
户通过种植大棚实现稳定
增收，顺利脱贫。先后协调

资金500多万元用于全村基
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村民
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村民
对基层组织的认同感和向
心力。

“开展三个探索”即是
“探索基层组织建设和产业
发展的有效契合、探索党建
扶贫工作与传统文化的有
效融合、探索本村扶贫资金
的内生途径”。

种种举措之下，史固村
迎来跳跃式发展。五年来，
该村基层组织建设从弱到
强，先后获得了 2016年全
县文明村，2018年全县脱贫
攻坚先进村，2019年全县扶
贫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村集体收入从无到有，
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22 万
元。各项事业有了显著进
步。

近日，安阳市人民政府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合作，
为全市632万人口每人办理
了一份“一元民生”政府救助
保险。

“一元民生”政府综合
救助保险项目具体赔付内容
如下：

1.见义勇为救助：凡经
县级以上(含县级)相关部门
认定为见义勇为的，无条件
按照 3万元/次赔付额度予
以赔付；造成死亡（残疾）的，
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
准》（中保协发[2013]88号）
的规定进行赔付，最高限额
20万元/人，产生的医疗费用
最高赔付限额5万元/人。

2.意外事故救助：因倒
房、火灾、生产安全事故、食
物中毒、突发恶性事件、高空
坠物伤人等意外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的，死亡（残疾）赔偿
限额5万元/人，医疗费用赔
付限额0.5万元/人。

3.未成年人溺水死亡救
助：未成年人因溺水死亡，经
政府及相关部门认定后，死
亡救助限额5万元/人。

4.自然灾害救助：因风
灾、水灾、雪灾、雷击等导致
人身伤亡的，死亡（残疾）赔
付限额5万元/人，医疗费用
赔付限额0.5万元/人，财产
损失赔付限额0.2万元/户。

5.交通事故救助：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
亡，责任人无能力赔偿或者
肇事车辆逃逸的，按照《河南
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管理办法》处理后，死亡
（残疾）赔付限额5万元/人，
医疗费用赔付限额0.5万元/
人。

6.特困群众重病救助：
特困群众（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城乡低保对象、城乡特
困供养人员、重度残疾人、城
镇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因重特
大疾病住院，经其所对应缴
纳各类医疗保险报销后，医
疗保险政策范围内剩余费
用，按照50%比例进行救助，
每人每年最高救助限额为
800元。

详情请咨询服务热线：
0372-3943476

嫌“大头贴”通告太丢人
滑县一老赖忙还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王雪冰

他用热血青春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张洁

破案如神 他被战友称为“猎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齐凡

汤阴公安开展送教考核全力备战练兵比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秦小雪

政府买单惠民生
群众受益解急难
□李晓光

定点帮扶
滑县史固村迎来跨越式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通讯员 柴志芳

安阳高新区香江消防物资供销部公章、财务专用
章、负责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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