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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龙 毛楠）为全力做好今冬明春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元旦、春节等重要节
日的安全，12月23日下午，南阳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戚绍斌先后深入中心
城区部分福利院、KTV、大型商超、医院等人
员密集场所，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牢固
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意识，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底线思维，全面排查整治消防安全
隐患，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坚决杜绝重
特大群死群伤火灾，切实减少亡人火灾，确

保南阳市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每到一处，戚绍斌都与工作人员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消防
设备配备、人员配备、工作运转、应急保障机
制等情况，并随机对烟感报警系统、手动报
警按钮功能进行测试，实地检查消防安全员
应急处置能力。

戚绍斌说，消防安全无小事，安全监管
责任大如天。要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意
识，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时刻保持战时
状态，确保一旦出现情况能够随时作出应急

反应。要夯实消防安全责任，各地各单位要
加强对辖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重点场所
的督导检查，严格履行消防主体责任，严格
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全面加强排查整治，确
保隐患即时“清零”。

南阳市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王书延，南
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郝一克，市公
安局党委委员、警令部主任高岭，市消防支
队政委杜秀林，市消防支队支队长邓占磊，
及市民政局、民宗委、卫计委等部门分管负
责同志参加督导活动。

南阳市副市长戚绍斌督导中心城区消防安全工作

落实安全措施 加强排查整治

▶ 12 月 25
日，南阳市卧龙
区法院民三庭，
将 法 庭“ 搬 ”到
南阳师范学院，
现 场 审 理 了 一
起 人 身 损 害 赔
偿纠纷案，该校
300 余名师生旁
听庭审。

白 丞 博 丁
清凌摄影报道

▲12月24日晚，西峡县公安局组织
治安、交警、网警、禁毒、消防多部门警
力，开展大清查行动，认真排查整改一批

存在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的场所，切实维
护元旦前后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丁俊良摄影报道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左文峰）

“感谢民警的调解，不然以后我的日子
真没法过了。真的感谢您。”12 月 20 日，
从唐河县拘留所走出的李某，第一时间
向化解其纠纷的民警吕明送去锦旗，表
达谢意。

12 月初，李某因感情问题，一时情
绪失控，用水果刀将张某背部刺伤。警
方接到张某家人报警后，依法对李某采
取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李某在拘留
所内情绪低落，惶恐不安。李某和张某
双方家人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引发更大

的事端，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管教民警吕明发现李某的情况后，

积极与李某沟通，引导李某主动认识错
误，让双方家人放平心态，化解矛盾。

李某向吕明敞开心扉，承认了自己
的错误行为，并希望得到双方家庭的谅
解。于是，吕明立即走访双方家庭，从人
情、法理等方面做沟通协调、安抚双方情
绪。双方家人认为这是家丑，从心理上
抵触吕明的调解。其间，吕明一直积极
劝导，在双方情绪稳定后，分别向双方家
人放映了李某在拘留所录制的悔过视
频，双方家人心锁解开，顺利化解矛盾。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
锋 通讯员 马骏 王阳）12月 20日 19时许，
南召县法院执行干警接到申请执行人提
供的线索，一名被执行人刚从外地回来，
现正在邻居家喝酒，南召县法院执行干
警立即驱车前往，将正在酒桌上喝酒的
被执行人王某抓获。

2016 年 5 月，王某因资金周转不开，
向张某借款 10 万元，借款时间 1 年，并给
张某写下借条。2017年 5月，张某向王某
追要借款时，王某未归还，双方因此引起
纠纷，张某无奈之下将王某诉至南召县

法院。该案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但是
协议到期后，王某一直不履行还款义务，
张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该案后，执行干警依法向王某送
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等法律文书，令其立即还款，但王某总
是拖延，一直东躲西藏、避而不见。

12月20日，执行干警接到申请人张某
电话，得知被执行人王某刚从外地偷偷回
了家，正在邻居家和几个朋友喝酒，执行
干警火速赶往王某邻居家，当即将惊慌失
措的王某押上警车，带回法院。

科技强检
提升实用水平

本报南阳讯 为强化工作保障，提升
“智慧检察”现代化实用化水平，内乡县
检察院积极协调经费，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推进科技强检。

加快设备升级改造。该院进一步完
善规范化办案工作区，建设了赃款赃物
管理室、电子卷宗制作室、律师接待室等
专业用房以及专门设备的配置，对同步
录音录像系统、驻看守所远程提讯系统
等进行升级改造，整合行政执法监督、侦
查信息、案件管理、阳光检务、检务保障 5
大平台，构建大信息格局，打造“互联
网+”新模式，提高科技强检水平。

加强信息化应用管理。该院强化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培训，严格落实“统一受
理、统一管理、统一应用、统一改进”要求，
实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业务网上审
批、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监
督，实现办公办案的信息化和网络化。

严格财务管理制度。该院争取县
委、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为各项检察工作
开展提供有力保障。该院计财科加强财
务管理，认真落实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固
定资产管理制度、公务接待制度等，压缩
各项开支，确保经费利用到位、保障到
位，严格的财物管理，推动机关规范、高
效运转。 （陈光武）

法律扶贫
精准帮扶暖人心

本报南阳讯 近日，南阳市司法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南阳市律师行业党委书
记谢清波带领市司法局律公科、市律师
协会、市公证协会的相关人员，走进宛城
区金华乡东谢营村开展“法律扶贫送温
暖”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了法律咨询台和公证
咨询台，方便群众咨询。听说有免费咨
询，群众争先排队。对群众提出的赡
养、抚养、婚姻、继承、土地流转、遗嘱公
证等方面的问题、市公证协会会长王建
新和市律师协会副总监事王桂滋均一一
进行解答。

当天，谢清波一行还走入贫困户家
中进行慰问，详细了解贫困户的情况。
市律师协会、市公证协会代表还送上了
棉被、食物等扶贫物资，在寒冷的冬日，
给贫困户送去温暖。

（刘震李拥军）

酒桌上擒“老赖”

巧劝解化纠纷

本报南阳讯 按照省、市公安机关对
“平安守护”百日安全行动的统一部署，
淅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紧密结合辖区
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农村群
众出行安全。

严把违法查纠“关”。该大队加大
对农村道路的管控力度，重点对低速载
货汽车载人、无牌无证上路行驶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严把隐患排查“关”。该大队对事
故多发路段进行多次排查，并将排查结
果向相关部门报告，会同相关部门，制
订整治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对不能及
时设置和完善标志标线的路段，及时向
政府书面报告，提出建议，把事故预防
工作做好、做扎实。

严把宣传教育“关”。该大队充分
发挥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员、劝导员作
用，在公路沿线村庄采取发放宣传资
料、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板等措施，讲
解交通事故案例，刷写宣传标语向广大
农民群众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一
步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陆鹏 王博）

零容忍 严处罚
本报南阳讯 为认真开展“平安守

护”百日安全行动工作，严厉打击酒驾
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因
酒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镇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辖区车流特点和
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
规律，科学安排勤务，选择重点路段、重
点时段，持续开展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专项查处。

行动中，该大队严格按照“零容忍、
高压线、坚持依法严格处罚”的原则，充
分利用酒精检测仪对过往车辆进行筛
查，同时用执法记录仪记录执法过程，
做好执法取证工作。

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民警还积
极向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驾
驶员牢固树立远离酒驾的意识，倡导广
大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
全出行。 （王小平）

严查严管严控
本报南阳讯 进入冬季以来，新野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大了道路交通安全
治理工作力度，对无牌无证汽车、摩托
车等交通违法车辆、行为，开展严查、严
管、严控集中整治行动。

该大队对城区各重点路口和路段
全天候开展巡逻盘查，严防各类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组织局机关、派出所、
交警大队民警和巡防队员于每日19时至
22时在城区各主要街道，进行亮灯巡逻。

截至目前，新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先后查处各类交通违法机动车辆100余
台次，处罚交通违法行为人100余人次，
治安拘留5人。 （杨峰）

内保检查
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本报南阳讯 近日，邓州市公安局孟

楼派出所为贯彻落实上级“平安守护”百
日安全行动部署，深入辖区各单位积极开
展内保安全检查。

检查中，孟楼派出所民警先后到辖区
内的学校、卫生院、银行营业网点等单位，
详细查看了各单位的人员值班备勤情况、
安全防范制度、重点要害部位的技防设施
安装使用情况，现场与单位负责人进行交
流，督促单位负责人加强对人防、物防、技
防的投入和管理，确保单位内部安全。针
对查出的隐患不足，检查人员当即下发责
令整改通知书。目前，发现安全隐患的两
家单位已全部整改完毕。

此次检查，强化了辖区单位的安全防
范意识，为辖区创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
奠定了基础。 （郭琨刘永）

排隐患 重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