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讯

平安三门峡
HENAN LEGAL DAILY 1717责任编辑 李 艳 美编 张婷婷 校对 汤青霞

E-mail:hnfzbgg@163.com 20182018//1212//2727

一个月执行到位1.5亿元
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切实为企业保驾护航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马建刚
通讯员 陈华 张传新）“一个月就给我们执
行到位 1.5 个亿元，又给我们保全了一个
多亿，我代表湖滨农商行感谢三门峡市
湖滨区法院，感谢你们的法官，谢谢，再
谢谢！”12 月 19 日上午，三门峡湖滨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滨
农 商 行）将 写 有“ 执 法 如 山 、保 驾 护 航 ”

“秉公执法、办案高效”字样的两面锦旗

和两封大红感谢信送到三门峡市湖滨区
法院，行长尚峰握住院长党立新的手连连
道谢，感谢法院的大力执行切实为金融企
业保驾护航。

今年 10 月以来，湖滨农商行先后向
该院提交了多笔大额贷款诉讼案件，该
院快速立案，同时快速审理调解，案件生
效后其中 6 案被告未履行，湖滨农商行向
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过程中，迫于法律威慑，被执行
人 主 动 与 申 请 执 行 人 协 商 达 成 和 解 协
议。协议达成后，股权变更过户给银行
事项快速处理完毕，依据当事双方申请，
法院依法解除了对股权的冻结和查封，6
案成功执结，1.5 亿元全部执行到位。

除此之外，湖滨农商行另有一批案件
向湖滨区法院申请保全，9 月份以来总计
保全 30 余件，金额 1.09 亿元。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卢
氏县围绕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
工作方针，主动担当，强力推进,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截至目前，共收集涉黑涉恶线索131
条，侦办涉恶案件37起71人，判决生效9案
18人。

通过专项斗争的开展，全县社会治安形
势持续向好，村两委换届平稳顺利完成，信访
秩序明显好转,扫黑除恶综合效应明显显现，
为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转型
提升跨越发展提供坚强保障。2018年上半
年，卢氏县在全省公众安全感排名中位居第
九位。

县政府划拨专项经费 50 万元，县公安
机关和乡镇分别出台线索举报和案件侦办
奖励政策；研究制订了实施方案，把12类重
点打击对象增加到13类；先后召开24次专

题会议推进部署专项斗争工作。
全县 19 个乡镇和专项斗争成员单位，

通过制作宣传标牌、版面等，利用县电视台、
县广播电台播放扫黑除恶标语、举报电话和
通告，广泛开展舆论宣传；充分利用“平安三
门峡”“清清卢氏”等新媒体广泛开展宣传，集
中推送微信、微博等6万多条次；组建了41名
投递员的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全县81条投递
段道、10条汽车邮路，深入全县19个乡镇、287
个行政村，向群众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共
同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这一做法被省扫黑
办作为宣传工作特色在全省推广学习借鉴；利
用智慧党建平台，组织举办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警示教育大讲堂，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
分别进行了授课，全县308个会场11000余人
参加大会。

结合卢氏县实际，建立《涉黑涉恶线索
发现移交机制》及扫黑办例会、联席会等11
项工作机制，形成了有效联动，促进了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公安机关受理的54条有
效线索、纪委监察委21件线索均已全部清
仓。组织举行了卢氏县首例涉恶势力犯罪
公开审判大会，县检察长亲自出庭公诉，法
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到现场开展以案警示教育，全县19个乡
镇纪委书记、各村党支部书记，部分县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县法院、县检察院部分干警
共 300 余人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这一做
法受到省市有关领导充分肯定，被省扫黑办
作为经验在全省推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王振清也专门批示要求全市学习借鉴。

今年以来，全县刑事零发案 112 天，全
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茹丽娜 范丽萍）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三门
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采取
多种措施排查盗抢骗案件线索，严
厉打击现行违法犯罪行动。

12 月 12 日 15 时许，该分局案
侦大队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开
发区后川村发现一名陌生女子正
在其家中翻东西。接到报警后，案
件侦办大队二中队民警迅速组织
警力赶往案发地点，现场抓获正在
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宋某某。

经审理查明：宋某某当天下午
在村中闲逛，发现受害人家中大门
没有上锁，便进入院内从一楼翻窗
户进入其家中，准备偷点零花钱。
还没有偷到东西，民警便赶到现场
将其控制。目前，宋某某被依法取
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 通讯员 焦鹏 张芳）近日，三门峡市公安
局东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接群众求助，
快速将一名醉酒人员安全送回家中。寒冷的
冬夜，民警用实际行动守护着群众的平安。

12 月 16 日 20 时 30 分许，接辖区群众
报警称：在经一路与建设路北侧有一个人
喝多了躺在路边。值班民警周健立即带
领队员赶至现场。周健上前询问时发现
该醉酒男子为会兴某村的马某，与马某交
流时，马某称其白天打完工后，在饭店吃
饭时喝了一些酒，回家途中什么都不记得
了。民警考虑到夜间天气寒冷，灯光昏
暗，马某并处于醉酒状态，一个人回家不
安全，便将马某扶上警车，安全送回家中。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 通讯员 茹丽娜 范丽萍）自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三门峡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案件侦办大队加大侦查力度，对
辖区内涉嫌吸毒的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
态度，果断出击 ，12 月 13 日抓获两名涉
嫌吸毒人员。

12月12日，该大队接线索称辖区内某
小区有人吸毒，民警立即对该线索展开侦
查，通过对线索进行研判，快速锁定了两
名嫌疑人落脚点。12月13日6时，案侦大
队民警在嫌疑人出现的小区进行蹲点观
察，最终将刚刚吸食完毒品的霍某某、崔
某某抓获。经讯问，霍某某、崔某某对其
吸食毒品海洛因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违法行为人霍某某已被依法强
制戒毒，违法行为人崔某某被责令接受社
区戒毒。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赵富林 杨彦涛）
12 月 23 日，卢氏县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赵振营在沙河乡党委书记赵
双亮的陪同下，深入分包的沙河乡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温暖。

赵振营一行先后来到贫困户
李秋敏、杨小良、宋元清家中，为他
们送去了棉被、大衣、台灯等生活
用品。每到一处，赵振营都与贫困
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
衣食住行和过冬情况，了解各项扶
贫政策的享受情况以及扶贫带来
的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子女教育
等方面的变化，鼓励他们增强脱贫
致富信心，不等不靠、勤劳致富。

赵振营嘱咐随行的沙河乡有
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全
县脱贫攻坚第十二次推进会精神，
积极组织扎实开展好大排查、大走
访、送政策、送温暖活动，为困难群
众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坚决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高森 张强）“收
到反映基层办事处和社区监察对
象问题线索 51 条，通报批评 4 人，
党内严重警告 2 人，留置 2 人……”
这是义马市实现监督和教育全覆
盖，监督利剑直插基层一线的一个
缩影。

今年以来，义马市监察委员会
积极探索“监察组+信息员”工作模
式和纪法教育“三级平台”建设，密
织基层监察监督、纪法教育“两大
网络”，实现了监督和教育全覆盖、

“零距离”“在身边”。
义马市监察委员会经过7个办

事处推荐和市纪委监察委层层把
关，26名监察组工作人员和35名社
区监察信息员已全部到岗履职。
同时，在办事处建立廉政教育站，
在社区建立廉政教育室，真正实现
基层党员干部纪法教育“零距离”。

目前，全市 42 批 1200 余名街
道、社区党员干部和新增监察对象
到“三级平台”接受了廉政教育。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 通讯员 姚帅）近日，三门峡市纪委监察
委驻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下称纪检监
察组）及时督促市公路局落实市委书记刘
南昌约谈指示精神，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推动整改工作落实。

纪检监察组要求，要始终做到把讲政
治放在第一位，把巡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抓紧抓细抓实，始终做到对党忠诚。
要切实做到在落实整改上求担当，严格按

照市委、市纪委监察委巡察整改要求，对照
反馈意见中指出的 6个方面 18项内容 52个
问题，扛牢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落实
整改方案，全面深入整改。通过巡察整改，
举一反三，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强
化日常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标本
兼治，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

纪检监察组将从严从实进行督导检
查，坚决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政治
责任扛起来、担起来，有效履职尽责。

面对面交流
送温暖贴心

密织“两大网络”
提升基层监察效能

发现住户没锁门
入室盗窃被抓获

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推动整改工作落实

铁腕扫黑 重拳除恶
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卢氏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付新红

民警蹲点守候
抓获两名涉嫌吸毒人员

民警将醉酒人员
安全送回家

12月23日，灵宝市重点项目观摩团来到灵宝市公安局看
守所工程建设现场进行实地观摩督导。图为灵宝市委书记孙
淑芳，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军等深入看守所项目建设现场进行
实地观摩督导。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通讯员崔晓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