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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舞阳县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分别组织干警到县市政广场
参加全县禁毒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展出板
面、设立禁毒咨询台、发放禁毒宣传单
和禁毒教育读本、现场讲解等方式，向

群众宣传毒品的概念、种类、危害以及
如何远离毒品、防范毒品等常识，阐述
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和识
毒、防毒、拒毒的重要意义，同时，号
召群众自觉拒绝毒品，积极举报涉毒违
法犯罪。 巩伟亚 孔 明

舞阳县人民法院、舞阳县人民检察院

6月26日，市禁毒办、市公安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第二强制
隔离戒毒所、共青团漯河市委联合在市区昌建广场组织开展“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殷广华 摄

6月25日上午，临颍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到金龙广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群众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曹 娟 摄

6 月 28 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组织全市车驾管系统人员，举行“迎

‘七一’服务群众我先行，我为党旗增光
彩”演讲比赛。

活动前期，经过层层推荐选拔，11
名选手从全市车驾管系统200多名干警和

辅警中脱颖而出，进入当天的决赛。
决赛中，11名参赛选手围绕党的光辉

历程，紧密联系自身工作、生活经历，回
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热情讴歌了
建党以来党的丰功伟绩，抒发对党、对祖
国、对公安工作的热爱之情。 宛亚萍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举办演讲比赛

因家中经济困难，母亲竟怂恿儿子
盗 窃 周 边 村 民 树 木 ， 接 连 作 案 十 余
起……民警一路追踪调查，在其家中抓
获母子二人。目前，嫌疑人田某 （女）、
韩某被依法逮捕。

“俺在河堤上种的 3 棵杨树被盗
了……”日前，临颍县公安局杜曲派出
所接到一名群众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经仔细勘查现场，民警判断树木刚
被盗，嫌疑人应该并未走远。

民警随即一路沿着河堤在附近多个
村庄调查。经走访群众得知，不久前才
有两人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拉了几棵
树从附近经过。民警调取周边监控缜密
侦查，锁定杜曲某村村民田某和其儿子
韩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随即赶到田某家中，发现田某
及3棵被盗树木，却找不到韩某。民警讯
问田某时，田某一语不发。民警判断韩
某可能藏在附近的田地里，遂进行地毯
式排查。果然，在田某家屋后田地里发
现了躲藏的韩某，将其抓获。

面对确凿的证据，田某依然执迷不
悟。民警当即严厉地对其进行了法律教
育。田某听后，表示愿意改过自新。

经讯问，田某、韩某对其盗窃树木
的行为供认不讳。据韩某供述，一年多
来，母子二人作案十余起，涉案金额
6000余元。

6 月 18 日，嫌疑人田某、韩某被检
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殷广华 曹 娟

母子盗窃 双双被抓

禁毒宣传在行动

传传案例案例 真真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通讯员 殷
广华）连日来，市公安局郾城分局和示范
区分局经过深入走访排查、严密侦查布
控，连抓5名网上在逃人员。

近日，郾城分局金山派出所民警在辖
区出租房走访调查时，总是找不到男租客
高某，随后根据房东和邻居提供的信息查
询，发现高某为广东警方上网追逃的诈骗
嫌犯。

该所立即组织民警认真分析研判、深
入摸排调查，多次到高某的出租屋耐心做
其亲属的思想工作。6月25日，高某到金
山派出所投案自首。审讯中，高某对自己
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高某已

被移交至广东警方。
3月7日，郾城分局刑侦大队接到侯某

报案，称谢某以可便宜买到安置房为由，
于2019年12月7日骗其5万元。接到报案
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发现犯
罪嫌疑人谢某已潜逃。3月10日，民警将
谢某上网追逃。

郾城分局对该案高度重视，定期开展
信息研判，全面排查梳理有关线索。6月
23日，在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民警发
现谢某在许昌某小区出现，遂立即赶赴许
昌对其展开抓捕行动。当日10时许，谢某
在许昌某小区被抓。审讯中，谢某对其违
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5月28日，郾城分局接到上海浦东警

方协查通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上网
追逃的诈骗嫌犯冯某潜逃至漯河，在郾城
分局辖区活动。

郾城分局立即部署，认真研究案情，
根据掌握的线索紧追不放，进行了大量的
外围侦查工作。6月24日，民警发现冯某
入住郾城区某公寓酒店。民警赶到该酒
店后，经过严密布控，成功将冯某抓获。

6月26日，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接到
市公安局“三合一”平台指令，广州警方
上网追逃的犯罪嫌疑人回到老家临颍县某
村。

经过周密部署，6月27日，民警到临
颍某村展开抓捕行动。经侦查，发现张某
的车辆停在一户院内，张某也在院内。考
虑到院内人员较多，为防止张某对其他人
员造成伤害，民警在院外蹲守布控。经过
3小时的蹲守，当日中午1时许，张某刚
一出院子，就被埋伏的民警抓获。目前，
该犯已移交广州警方带回。

郾城民警乘胜追击，对辖区姬石乡某
村网上在逃人员陆某进行摸排。经侦查，
陆某一直未在家居住。于是，民警上门对
陆某的父亲耐心劝导。6月28日上午11时
许，陆某的父亲带着陆某到郾城分局刑侦
大队投案自首。

我市警方连抓5名网上在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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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期间，市公安局深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
动，帮助留守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图为舞阳县公安局莲花派
出所民警、辅警入户走访。 殷广华 陈维新 摄

6月24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追思善贤 爱国爱
家”为主题的端午检察文化活动。图为干警在“谜题香包”前驻
足思考。 效 严 摄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2020年7月1日起
施行。4月30日，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印
发《全市学习宣传贯彻<社区矫正法>实
施方案》，以“八个一”活动为主线，普
及社区矫正知识，推动社区矫正法落地见
效。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围绕主
线、结合职能，以群众看得懂、听得进、
记得住的方式，掀起宣传社区矫正法热
潮。

“社区矫正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

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标志着社区矫正工
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重要意
义。”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俊峰
说，让广大群众知晓并掌握社区矫正法，
是法律落实落地、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
的前提和基础，“八个一”活动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充分结合了不同领域、不
同行业的实际情况，重点对领导干部、普
通群众和线上网民开展全方位的普法宣传
教育。

组织一次专题座谈。邀请市委政法
委、市直政法部门、市社区矫正工作各责

任单位分管领导及法学专家座谈，研究社
区矫正法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有关事宜，
明确责任单位和工作职责，压紧压实普法
执法责任。

举办一次专题辅导。邀请全国著名法
学专家讲解社区矫正法出台背景、重要内
容和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任务、管理体
制、执法程序等，厘清社区矫正法贯彻实
施的方法路径、措施手段、目标预期。

开展一期专题培训。组织漯河市社区
矫正委员会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各县区
司法局分管领导、司法所所长、社区矫正
工作人员，刑罚执行一体化执法干警，开
展为期3天的社区矫正法专题培训，学习
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和各环节新规定、新举
措。

开展一次专项行动。由市人大、党
校、律协等专家学者组成“社区矫正法宣
讲团”，深入社区乡镇开展普法专项行
动；各县区成立“社区矫正法宣讲队”，
利用省司法厅社区矫正“豫矫通”客户
端，开展线上线下学习宣传；发放《社区
矫正法释义》 读本和口袋书 6000 册，受
教人员达2万余人次。

举办一次电视大赛。市委宣传部、市
司法局、市普法办将联合举办社区矫正法
电视知识竞赛，县区司法局、功能区社会
事业局和市直政法部门人员踊跃参加，通
过初赛、复赛、决赛评出获奖者，激发广
大干部群众学法热情。

组织一次专项督查。市委政法委牵
头，组织全市政法部门人员成立联合督查
组，将对全市社区矫正法学习贯彻情况和
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进行专题督查，重点督
查规定执行情况、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组织一次集中考试。按单位、分片
区，统一时间、统一试卷，组织全市司法
行政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人民调解员、司法鉴定人、公证员集
中进行社区矫正法知识闭卷考试。

组织一次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政法委、法院、检察
院、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总工会、
新闻媒体等部门人员走进县区社区矫正中
心，现场参观、近距离感受社区矫正工作
情况。

“八个一”活动逐项开展、层层深
入，社区矫正法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
视。日前，临颍县人大代表在开放日实地
察看临颍县司法局新城司法所、瓦店司法
所，“司法所软硬件建设得到很大改善，
尤其是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能够线上监
管、视频学习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成
效，社区矫正法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社区
矫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人
大代表李国铭感慨地说。

“社区矫正事关社会稳定，同时涉
及多个部门，我们乡镇政府也有责任分
工，社区矫正法中事关地方人民政府的
社区矫正委员会就是首次出现在法律文
件中新的组织机构。”认真学习社区矫正
法后，召陵区青年镇文化建设和社会事
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王琼深切地感受到肩
上的责任。

“在司法所组织下，我通过微信塔群
学习了社区矫正法，更全面地了解了社区
矫正工作，也更有信心帮助家人重新认识
自我、融入社会了。”郾城区司法局孟庙
司法所社区矫正对象家属陈某表示。

关素丽

市司法局

掀起社区矫正法宣传热潮

日前，源汇区司法局组织机
关干部、律师、公证员、法律服
务工作者等人员在辖区开展新一
轮的扫黑除恶宣传活动，进一步
加大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拓宽
问题线索收集渠道。

宣传条幅、宣传展板一经摆
出，就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了
解。工作人员抓住时机，耐心细
致地向过往群众介绍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扫黑除
恶取得的阶段性战果以及扫黑除

恶重点知识，讲解刑法、治安处
罚法，并向群众发放扫黑除恶知
识彩页、社区矫正法等宣传资
料，引导广大群众充分认识涉黑
涉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
危害性，大大增强群众主动参与
扫黑除恶活动的意识。

据悉，此次活动覆盖全区3
个乡 （办）、6个村 （居），累计
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份，现场
解答法律问题 70 余次，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十余条。

于风玲 袁 方

源汇区司法局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谢谢叔叔阿姨，我要和同
学们组队踢足球，锻炼好身体，
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

“哇！有了最需要的作文辅
导书，我的作文水平一定会进步
的！”

……
6月23日上午，在舞阳县姜

店乡大王村小学，90名孩子排着
整齐的队伍，接过民警手中的礼
物，一个个喜笑颜开。

这是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
“情暖童心 点亮微心愿”主题活
动。活动前期，市公安局驻村第
一书记与大王村小学主动沟通，
了解学校情况。掌握学生需求

后，市公安局共征集41名3至6
岁幼儿、49名6至12岁小学生的
微心愿 90 个，并发动局机关民
警采用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
的方式主动认领微心愿。当日上
午8时，20名民警志愿者来到舞
阳县姜店乡大王村小学，把准备
好的图书、足球、篮球、玩具、
水彩笔、书包、字典等微心愿物
品分发给孩子们 （如上图）。少
先队员为民警戴上红领巾、行少
先队礼，感谢民警帮助他们实现
愿望。随后，民警代表和孩子们
围坐在一起，面对面讲解图画故
事，向孩子们传递关爱和温暖。

张庆伟

帮孩子实现微心愿

张庆伟 摄

宣传社区矫正法。 杨 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