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
查
检
查

【安阳市检察机关“实现新突破 开创新境界 迈上新台阶”特别报道】滑县篇（下）

前不久，滑县检察院控申科副科长刘利
平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
人。可谁又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个叫睢
小冬的年轻人还是一个上访户呢？

睢小冬第一次到检察院是在一个初夏
时节。检察干警把他让到屋里，给他倒了
水，平复了他的情绪。之后，检察干警用了
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他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梳
理。原来，因家庭琐事，他未成年的堂弟把
他打成重伤，堂弟被判缓刑，他感觉法院判
决不公，开始持续上访。检察干警通过阅
卷、向当事人和案件承办人调查核实，最终
认定判决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正确，
不予抗诉。

案件办结之后，检察干警邀请人大代
表、律师代表以及群众代表和承办人一起，
对案件进行了公开答复。最终，申诉人睢小
冬表示对审查结果无异议，对检察机关的工
作满意，签订了息诉同意书。

而在睢小冬山穷水尽之际，检察干警为
他申请了司法救助金，稳定了他的家庭生
活，让他踏上了打工路。睢小冬打工有了积

蓄之后，在村里开了一个饭店，后又注册成
立了公司，进行汽车租赁经营。睢小冬经常
到检察院讲自己的可喜变化，最近还被村民
推举为村主任候选人。

睢小冬申诉案让刘利平有了一些感悟：
“工作中，要体现检察机关的司法温度，时刻
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也会时刻支持检察工
作。”

在省检察院“2018 河南检察好故事”征
集中，滑县驻所检察室主任刘晓华上榜。她
入选的真实故事之一是“刘晓华做了一个兼
职编外阿姨”。

刘晓华有一次在监区内对新入所人员
谈话时，发现在押人员徐某情绪低落。通过
走访，刘晓华得知徐某父母已去世多年，妻
子也在前不久病故，留下一对10岁的双胞胎
儿子。因家庭贫困，一个儿子已被送给他人
抚养，另外一个因徐某被羁押而独自在家。
刘晓华当即决定要帮助这个独自在家的孩
子，成为他的编外阿姨。

她给孩子买了学习用品和零食，帮孩子
办理了低保，落实了愿意抚养他的旁系亲

属。刘晓华感慨：“一个被羁押的人认真地
接受了改造，一个监外留守儿童的生活有了
着落。”

扶贫攻坚工作中，滑县大寨乡冯家村是
县检察院对口帮扶点之一。检察长陈敏到
村访贫问苦，与村里的留守老人拉家常、谈
打算、谋发展。在县检察院的协助下，冯家
村争取资金 150 万余元，硬化街道及胡同路
面累计 4 公里，铺设管道 9000 多米，街道植
绿400棵，使自来水管全部入户。

县检察院政研室主任王清景结对帮扶
的贫困户是牛屯镇的米大爷。天热时，王清
景去看望米大爷，看到他穿的衣服都是卖化
肥和农药的广告衫，就专门到超市为米大爷
买了两套合身的衣服送过去；入冬时，看到
米大爷床铺单薄，她做了一床厚厚的新棉花
被子，买了四件套的床上用品，亲手给米大
爷铺好。她的细心关照，让身患疾病、生活
消极的老人倍感温暖，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
气。

检察官为百岁老人过生日，更是滑县检
察干警在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难忘记忆。牛

屯镇何庄村何善体老人的儿媳侯会格是滑
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李国旗结对帮扶的贫
困户，她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与百岁的公公
何善体一起生活，服侍照顾公公多年。李国
旗了解到老人的100岁生日即将到来这一消
息后，要为老人贺寿。

2018年 7月 16日上午，县检察院公诉局
局长李卫士、政治处主任李国旗带领 7 名干
警来到何庄村何善体家，为老人送上了生日
蛋糕，给老人戴上了寿星帽，点燃了生日蜡
烛。《生日快乐》的音乐响起，在干警的祝福
声中，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志、智双扶”是滑县检察院扶贫攻坚
的思路。滑县检察院法警大队政委张宏建
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实力派画家。张宏建带
领赵楠、张宁、郭一珂、王俊灿等 4 名有美术
特长的干警，先后为 5个乡镇的 10个行政村
绘制了 4200 多平方米的墙体画。这些墙体
画内容丰富，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九大精神、良好家风、乡风文明、孝老
爱亲、邻里互助、乡村振兴等，为乡亲们送上
了一份份文化大餐。

受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8日上午10时，在安
阳市文昌大道金月亮假日酒店3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1、原河南安彩照明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成型机、冷
却装置、涂粉及干燥机、烤培炉、烫珠绑丝机、排气机、老
练机、钼回收工艺装置、电力配电箱等）；

2、原河南安彩照明有限公司存货（原材料、在库周
转材料、在产品、产成品、低值易耗品等）。详情请咨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7日下午5时前，
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款单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收款人：河南中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
行安阳殷都支行，账号250704470749。保证金50
万元，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者保证金全额无息
退回。

预展时间：2019年1月6日至 7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5777 13598114016
联系地址：安阳市文昌大道西段金月亮假日

酒店3楼
河南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拍卖公告

尊敬的黄俊勇先生、河南堡隆葡萄酒股份有限

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陈长宝与债权受让方马靖

于2018 年12月24日分别签订的两份债权转

让协议，陈长宝将其享有的（2015）金民一初字

第3723号 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中未履行部分

及（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337号终审判决书

所确定的债权分别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人马

靖。陈长宝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黄

俊勇、河南堡隆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相

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债权转让协议已生

效，马靖对以上债权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债权受让人的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

会友、15638293851

2018年12月27日

债权催收公告

受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月4日上午10时

30分，在内黄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福

特蒙迪欧、北京现代等车辆一批。详情请咨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3日17时前，

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缴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手续（保证金1万元，以实际到账为准。收款

人：河南中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行殷都支

行，账号：250704470749）。不成交者保证金全

额无息退回。

预展时间：2019年1月2日起至3日止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5777 13598114016

联系地址：安阳市文昌大道金月亮假日

酒店3楼本公司

河南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7日

拍卖公告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营造有序安全畅通的高速公路
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濮阳市公安局在濮
范高速K19至K41段新增2处区间测速系统，拟定
于2019年1月10日0时启用，对抓拍的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自动记录，经审核后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作为处罚证据。现向社会公布濮范高速区间
测速路段和车辆限速值设置情况，请广大群众监督。

新增区间测速一:濮范高速南半幅（由西向东）
41公里+230米至19公里+520米，限速值：小型汽
车100公里/小时，大型汽车90公里/小时；

新增区间测速二：濮范高速北半幅（由东向西）
19公里+520米至41公里+230米，限速值：小型汽
车100公里/小时，大型汽车90公里/小时。

特此通告
濮阳市公安局 2018年12月27日

濮阳市公安局
关于范辉高速区间测速系统启用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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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兆法在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要求

推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特约记者 司明凯 通讯员 张稳

肩扛责任 心系法治 回应群众新期待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陈嫣）12月25日，鹤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陈兆法主持召开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
议，传达学习鹤壁市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和
近期中央、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他要
求以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政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市检察院检察长牛晓丽等参加

会议。
在传达学习了市委九届七次全会等精神

后，陈兆法听取了各位委员围绕全会精神和
下一步工作安排的发言。

陈兆法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
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政法工作高质
量发展。政法委机关要发挥好表率和带头作

用，组织好本部门的学习宣传贯彻行动，强化
抓党建和机制创新理念，不断提升新时代政
法工作能力和水平。

就如何谋划好明年的工作，陈兆法强
调，要防控风险，抓好平安建设，坚持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为做好元旦前后的消防安全工作，全力
确保全市火灾形势平稳，郑州市消防支
队定于 12 月 24 日、25 日、31 日 18 时至
次日 1 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
集中夜查行动，机关干部除值班和必要
留守人员外全部充实到基层一线。

12 月 24 日夜，郑州市消防支队组
成4个督查专组，对新世界百货等44个
前置执勤点，河南省艺术中心等 13 个
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执勤点进行了督
导检查，并对东风东路中队等执勤队站
进行实地拉动。郑州市消防支队各执
勤队站加强节日期间的执勤巡逻，做好
灭火应急救援准备。

督查消防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康县公安局
党委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工
作”的思路，持续打好队伍建设“组合
拳”，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明
显增强，推动了各项公安工作提档升
级。

该局认真落实省公安厅党委提出
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公安工
作”的要求，不断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激发党员民警争先锋、当标
兵的积极性；深入开展“坚定理想信念，
争做合格党员”“不忘初心，忠诚为民”
等教育活动，在督促民警严格落实日常
行为规范的同时，坚持关口前移，把触
角延伸到民警“八小时之外”和家属亲
属中，确保公安队伍风清气正。该局还
组织开展比武竞赛活动，多渠道开展帮
扶困难民警活动。（张士磊时洪）

锻造过硬警队

12月25日，洛阳市涧西区法院人大代表联络室揭牌。涧西
区委副书记于为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金剑，区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陈建春等和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区法院中层以上干部
60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昌通讯员史翠玲周建武 摄影报道

揭牌揭牌

近日，延津县公安局小
潭派出所以“纪律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载体，对辖区内的
加油站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进行
排查。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
黎明 通讯员 郭歌 苏曼丽 摄
影报道

近日，鄢陵县交警通过
分析夜晚交通流量的特点和
规律，合理调整警力，在重点
路段严查酒驾、醉驾、毒驾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蔡朝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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