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5 日，夜幕下的安阳市文峰区
宝莲寺镇袁薛庄村灯火辉煌，村民聚在村
内的文化广场上跳舞、唱歌。村外人谁能
想到，这片地方前年还是个垃圾场呢！

“垃圾场变成文化广场，这得感谢俺
村的第一书记啊！”村民赵如意说。她说
的第一书记是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派驻到
该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张金涛。

作为获得过“河南省杰出青年卫士”
“河南省人民满意的十佳检察官”等荣誉
称号的张金涛，2015 年 8 月被安阳市委选
派到袁薛庄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金涛到任后，村里的喜事就接连不
断：村里不仅建成了文化广场，通了天然
气，进行了电网改造升级，还整修了村内

道路，污水管网也进行了改造。2015 年年
底，袁薛庄村成功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
子，2016 年获得了安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标
兵村、省级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袁薛庄村是如何摘掉“穷帽子”变成
“明星村”的？“要想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先要了解大家的想法，才能有针对性地想
办法。”张金涛驻村后，走家串户了解村
情民意，找准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
用。

村里原有的办公场所及条件较为简
陋，张金涛多方协调资金进行改扩建，并
争取资金建设村便民服务大厅。他认真
落实基层四项基础制度，促进村级事务公
开、公平、公正。

结合从事检察工作的优势，他通过上

党课、讲专题法治课等，对村民进行法律
法 规 教 育 ，引 导 村 民 理 性 维 权 、依 法 维
权，维护和谐稳定局面。

“只有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的困难
当成自己的困难去解决，群众的心里才能
有你！”张金涛说，为民办实事，就要把服
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村内道路坑洼不平，交通不便怎么吸
引外来投资？张金涛到区里协调资金 50
万元，整修了村内 3 条主干道。为改善村
内环境，他协调资金 33 万元，高标准改造
了污水管网。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纺织厂、内衣厂、塑钢厂纷纷落户该村，
解决了村内 100 余人的就业问题。

“俺村会越来越好的。这几天，张书
记又在忙高效农业的事哩！”该村党支部
书记张保生近日对记者说。

河南富轩实业有限公司
（9141010556649402X3）：

我单位于2017年11月13日对你单位
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郑国税稽处
〔2017〕196号），内容是对你单位2014年1
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税务违法行
为给予补缴企业所得税6330163.44元及
相应滞纳金的税务处理决定,望你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郑州市国家税务局
稽查局领取税务处理决定，逾期视为送达。
如对本处理决定有异议，必须先依照上述
决定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方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7年 11 月 21 日

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公 告

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公 告

河南富轩实业有限公司
（9141010556649402X3）：

我单位于2017年11月13日对你单位
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郑国税稽
罚〔2017〕60号），内容是对你单位2014年
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税务违法
行为给予罚款13293343.22元的处罚决定,
望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郑州市国
家税务局稽查局领取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逾期视为送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本决定送达
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郑州市国家税务局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送达之日起六个月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7 年 11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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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祁继
峰）“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的无私帮助，
我的事不可能解决得这么好、这么快。”近
日，许昌市居民苏某怀着感激之情，给许昌
市法律援助中心送去一面上写“为民解忧
优质服务”字样的锦旗。

今年10月13日，在孩子的陪伴下，年近
七旬的苏某来到许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
室，声称前不久他骑自行车正常行驶到许昌
市紫云路与天瑞街交叉口时，被李某驾驶的
豫 K 号牌轿车追尾，导致自己受伤、自行车
受损。苏某请求该中心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许昌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过严格审查，决
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同时指派河南许都律
师事务所的刘律师代理此案。刘律师了解
了案情：以公安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为依据，肇事司机李某负该事故的全部责
任，交通事故受害人苏某不负责任；双方事
后也就赔偿事宜数次协商，但都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李某拒不赔偿。

刘律师经调查发现，那辆肇事轿车购买
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且该事故
发生在强制保险合同生效期间。随后，刘律
师又帮助苏某收集固定本次交通事故的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李某为其驾驶的轿
车缴纳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
复印件，苏某住院的病历等证据，并将肇事
轿车投保的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提起连带诉讼。

在刘律师的帮助指导下，苏某向法院提
起了民事诉讼。许昌市魏都区法院于 11月
14日受理该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
理。庭审过程中，李某和某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同意通过调解解决此案。

最终，该案通过调解的方式得到妥善解
决，苏某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近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
庭的法官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及时
确认夏邑县的高某某等 254 人为实际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并依据保险法规
定和证据规则作出维持判决，帮助他
们追回了 105万余元保险金。

据介绍，2014 年秋收后，高某某等
254 人购买某合作社的某品牌小麦种
子进行种植，面积为 2435亩。2015年 4
月 28 日，高某某等 254 人及案外他人
以该合作社的名义，在保险公司对冬
小麦购买种植业保险，交纳了保险费，
约定了保险金额和保险时间。在保险
期间内，被投保的冬小麦发生全蚀病
虫害导致减产，经鉴定，损失达到 100
万余元。

高某某等 254 人向夏邑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某合作社与保
险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并获得保险利
益。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高某
等 254人保险金 105万余元。保险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案件的二审由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一庭接手后，合议庭成员认真召
开庭前会议，总结争议焦点，对案件进
行深入分析研究。他们认为，该案涉
及农民的人数较多，社会影响较大，且
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一定
指导意义，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遂决定进行庭前调解。该案由于诉讼
时间较长，高某某等 254 人情绪较为激
动，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一直无法成功
调解。

见此情况，合议庭当机立断，及时
依法组织开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
础上，确认了高某某等 254 人为实际投
保人和被保险人，并依据保险法规定
和证据规则作出维持判决，帮助 254 名
农民追回了 105 万余元保险金，及时弥
补了他们的损失。

他感受到法律援助的温度

11 月 16 日晚 9 时，汝州市蟒川镇罗圈
村义务巡逻队的队员外出巡逻时，发现一
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独自在山间小路上转
悠。队员上前询问老人住址，老人一时也
说不清，执意继续独自往山上走。带队巡
逻的罗圈村负责人耿青杰见状，决定先带
老人找个地方暖和暖和再说。

经过反复劝说，老人被带到了附近的
教师李平新家。李平新和家人立即为老人
炒菜、做面汤。

在老人吃饭期间，李平新和耿青杰与老
人聊天。通过老人只言片语透露出的信息，
他们得知，老人名叫吴老四，是一名退伍老
兵，家住汝州市汝南街道办事处马庄村。

说话间，耿青杰已将老人的照片和初
步掌握的情况发送到了蟒川工作微信群，
引起了蟒川镇民政所、综治办负责人的重
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发布、查证老人的
身份，并将老人的情况迅速报送到市民政
工作微信群、社会救助微信群和综治工作
微信群。

老人刚吃过饭，微信群里已经有了反
馈信息：市、镇、村的好心人通过照片比对，
已与老人的家属联系上。考虑到时至深
夜，好心人告诉老人的家人，已将老人的食
宿安排妥当，家人可次日再来接老人。

11 月 17 日一大早，老人的儿女赶到罗
圈村，看到刚吃过早饭的老人时，连声感
谢各位施救的好心人。

老人的儿女说，天寒地冻的，老人在山
里迷路，幸亏被巡逻队员以及其他好心人
救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 赵国宇
通讯员 马鹏亮 杨晓

□记者 岳明于彦彬

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接力救助
山间独行老人

寒夜里的暖心事儿

把为民服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记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派驻袁薛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金涛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法 警
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建
设，荥阳市人民法院结合工
作实际，近日对法警大队全
体干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
集中强化训练。图为训练现
场。 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徐文娟摄影报道

依法为
254名农民维权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杨委峰 崔乐

图片新闻

▲今年10月份以来，安阳县交通运
输执法所联合安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
队，共检查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
班线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 16
辆，当场责令整改轻微违法行为 5 起，
处罚违法车辆3辆。
记者朱广亚 通讯员王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