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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双麒麟报道
2016年12月28日，靖边县公安
局西郊派出所成功破获跨省系列
盗窃案，破获入室盗窃案件 17
起、撬砸车窗玻璃实施盗窃案件
1起、盗窃车内财物案件2起，涉
案金额达十余万元。

12月28日凌晨3时许，民警
巡逻时发现一男子神情慌张、行
迹可疑，对其进行盘查，该男子见
状转身就跑，民警追击数百米后

成功将其抓获，当场查缴随身携
带的作案工具改锥1把、手电1
把、手套1只、钥匙1串。

经查：2016年3月份以来，犯
罪嫌疑人王某先后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区、靖边县城内实施入
室盗窃17起，撬砸车窗玻璃实施盗
窃1起，盗窃车内财物案件2起。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
之中。

靖边县西郊派出所

破获跨省系列盗窃案

在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背景下，推进“执转破”工作被法院
作为解决“执行难”的重要突破口，
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律师作为
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群体，在

“执转破”工作的实施中必将大显
身手。不论是作为破产管理人还
是作为破产清算中各方当事人的
代理人，律师参与到破产程序中必
将会以其专业的法律知识，切实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破产程
序的依法进行。

根据我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律师事务所受法院指定，可依法担
任企业破产管理人开展破产清算工

作。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后可以全
面接管破产企业，包括接管破产企
业的一切财产、账册、文件、印章，审
核登记破产债权、债务，处理破产企
业业务的清结工作，决定现存业务
的处理方式，并及时予以清结。管
理人有权追收企业的债权，必要时
可以提请法院予以追收，处理破产
财产，参与债权人会议，向债权人汇
报破产企业的状况及破产清算的有
关工作情况，制定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向债权人分配破产财产，直至在
破产清算结束后办理破产企业的注
销手续。

同时，破产清算中律师还可以
接受破产当事人的委托，既可以担
任债务人的法律顾问或代理人参
与在破产程序的过程中，维护破产
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接受债权
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全程参与债

权人会议，监督破产管理人依法进
行破产清算，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不
受损害。

在“执转破”工作中，律师代理
债务人（企业）申请破产，需事前准
备好申请破产的法律文书和相关
材料，包括要求破产还债的书面申
请、企业主体资格证明、企业亏损
情况书面说明、资产状况明细表、
债权、债务清册、资产负债表、资金
平衡表、职工情况和安置费用及安
置费用来源等，然后向法院申请

“执转破”。执行法院经审查同意
破产清算后，代理律师可以协助法
院和清算组的工作。该项工作包
括协助清理、保管好破产企业的财
产、印章、账册等，协助确认破产企
业的债权、债务并协助追讨企业的
债权，协助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
等。同时参加破产企业债权人会

议，介绍破产企业的有关情况，协
助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债权
人的询问、审查债权人申请债权的
数额、性质及相关证据等。

律师代理债权人向人民法院
申请“执转破”，则应当准备申请材
料，提供债务人（企业）不能偿还生
效判决、裁定的证据，提供要求破
产还债的书面申请、申请人主体资
格证明、债权发生的事实与证据、
债权的性质、数额和有无财产担
保、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
据等证据。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代
理债权人参与债权人会议，审查、
确认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和性质，讨
论通过和解协议草案，讨论通过破
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对清
算组作出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决
定，向法院提出异议或申诉，领取
分配的破产财产。

2016年以
来，榆横公安
分局巡警大队
积极创新巡逻
勤务模式，科
学安排部署警
力，通过“三个
盯紧”的安全
防范措施，有
效控制了街面
“两抢三盗”案
件的发案率，
先后被评为全
省优秀公安基
层单位、全市
优秀公安基层
单位和“汪勇
式”集体，筑牢
群众安全“防
护墙”。

2016 年 12 月 28 日，清涧县公安局开展了“情系百姓守护平安”
集中宣传。该局联合食品药品侦查大队和消防大队从防盗防抢、防
电信网络诈骗、毒品的危害等方面进行集中宣传，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1万余份。 本报通讯员贺世峰摄

2016 年 12 月 23 日，榆阳公安分局开展解决无户人员登记户口
“百日专项行动”和“一打击三整治”提升公众满意度宣传。广大群
众纷纷拿起手机扫描“榆阳公安”二维码，关注“榆阳公安”微信公众
平台。 本报通讯员师帅摄

本报通讯员高保庆报道
2016年12月26日，神木西沟派出
所开展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期间，民警从电信诈骗的作案
类型、规律特征、惯用手段等方面入
手，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增强群
众的防骗意识。特别提醒群众一定
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将资金转入

陌生账户，转账前一定要核对清楚
对方身份信息。切记不要在网络中
随意输入个人身份信息、手机号码
等重要信息，不要浏览有不良信息
的网页，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套取
信息。当遇到类似事情发生时，要
正确、冷静对待，及时报警，坚决做
到“不听、不信、不汇款”。

神木西沟派出所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通讯员彭虎报道 2016
年12月25日，神木县店塔派出
所巡逻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协助群
众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侦破三
起入室盗窃案。

当日下午3时许，巡逻民警在
店塔镇北站街面巡逻时，发现一名
年轻男子在前跑，后边有一名男
子、两名女子在追赶，立即将该逃
跑男子控制。经查，该男子杨某在
等车之际，行至受害群众街面居住

屋时，发现屋内没人，靠近门口的
茶几上放置有一部红色翻盖手机，
遂将红色翻盖手机盗走。民警对
另外一部手机和钱包进行检查时，
发现其均为被盗物品。杨某交代，
另外一部黑色苹果4手机和钱包，
均是自己在逛街过程中在北站街
面住户和商店内盗窃所得。

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查
之中。

入室盗窃 被抓现行

本报通讯员姜晓敏报道
2016年12月24日，横山公安分
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抓获涉嫌
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冯某。

刑警大队一中队于12月24
日20时，成功抓获实施盗窃的犯
罪嫌疑人冯某。经讯问，犯罪嫌

疑人冯某如实供述了其在2016
年7至8月份期间，多次盗窃榆
靖公路横山过境线陈圪堵大桥施
工场地钢材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已被
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当中。

横山分局刑警大队

破获系列侵财案件

本报通讯员张尚良 刘小林
报道 近日，清涧县看守所创建
了办案单位提讯、提审及律师会
见预约制度。办案单位、律师提
前通过网络和电话等方式与看守
所约定办理提讯、提审和会见的
具体时间，看守所在相约时间内
为申请人提供诉讼服务，有效提
高办案效率。

在一个房间里，笔者看到一
位在押人员正在上QQ，通过QQ
与家人视频会见。该所的工作人
员告诉笔者，为了解决被监管人

员家属因路途遥远、行动不便造
成的“会见难”问题，真正实现看
守所人性化管理。

视频会见的种类分为单向
视频会见和双向视频会见。单
向视频会见是指在押人员家属
在看守所视频会见室，通过专用
显示屏单向观察在押人员的活
动情况，了解其身体状况、精神
状态等。双向视频会见是指留
所服刑罪犯在视频会见室和家
属通过互联网实行双向远程视
频语音会见。

清涧县看守所

实行人性化管理

本 报 通 讯 员 冯 亚 报 道
2016年12月9日凌晨，神木县人
民路派出所民警等在神木县神木
镇东山路附近抓获一实施砸车盗
窃的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现场收缴
其所盗赃款526.5元及作案工具螺
丝刀一把、手电一个。

12月6日晚，郭某某在神木县
开发医院附近巷子内用螺丝刀将
一白色汽车车窗撬开，盗窃车内现
金100多元，身份证两张；9日凌

晨，在北关商住楼附近将一白色霸
道车车窗撬开，盗窃车内磨砂猴王
牌香烟9盒、身份证一张；3时许，
再次在北亚华附近将一白色轿车
车窗撬开并进入车内实施盗窃时
被民警当场抓获。郭某某曾于
2014年因盗窃罪被神木县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15年
因盗窃罪被神木县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半。目前该郭已被
该局刑事拘留。

郭某某多次砸车盗窃被刑拘

本报通讯员李云隆 王探兵
报道 近日，吴堡县公安局食药
经侦大队主动出击，依法查处了
盘踞在吴堡县一酒店内的期货
交易窝点，破获了该县首例非法
经营期货案件。

经查，2016 年 9 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李某、高某、宋某等
人为了牟利，未经国务院期货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在吴堡县
一酒店内长期包租房间，以吴

堡县恒宇电子科技中心的名
义，通过徽商期货交易平台给
不特定客户下单进行橡胶等期
货交易，并以固定收取客户每
手期货交易手续费 100 元的方
式获利，累计收取客户交易费用
9万余元，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期
货市场秩序。目前，犯罪嫌疑人
李某、高某、宋某因涉嫌非法经
营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吴堡县公安局

破获首例非法经营期货案

破产清算中的律师服务
贺睿

筑牢百姓安全“防护墙”
——榆横公安分局巡警大队积极创新巡逻勤务模式

本报通讯员 张钰

为提高街面“三见警”，该大队
采取24小时领导带班、站长值班、
民警巡逻制度，形成了以警务工作
站为点、巡逻民警步巡为线、警车巡
逻为面的“点线面”的网络巡防模
式。设置了市委、一院、榆中等8个
必巡点和6条步巡线路，每天为巡
逻民警划定时间段，按照“十”“口”

“田”模式开展车巡和步巡工作。警
务工作站摆上了街面，实时囤警，警

力达到18人，无论是群众报警，还
是指挥中心指令，巡逻民警都能够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维护秩序。

为增强民警巡逻的自觉性，他
们出台了“三三制考核”和“三级督
察”工作机制，由2名专职督察人员
每天开展灵活的督察，现场纠正民
警警容风纪，抽查民警出勤情况，
针对发现的问题纳入月考核中严
格考核，有效地提高了街面见警

率，增强了民警令行禁止纪律意
识，确保了指挥调度警令通畅。

2016年，该大队出动巡逻警力
19700余人次，参加大型活动安全
保卫工作41次，现场调解矛盾纠纷
55起，为群众做好人好事1000余
件，帮助走失老人、儿童安全回家
14人次，通过“小萝卜”公益平台帮
助群众返还钱包、手机30余件，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坚持“警情引导警务”工作理
念，灵活巡逻防控勤务模式，按周、
按月、按季度进行警情分析研判，
总结发案高峰时段和区域，落实24
小时“步巡+车巡”勤务，定期开展
设卡大盘查行动，夏季入室盗窃高
发期开展便衣巡逻及蹲点守候，在
人员密集的阳光广场、沙河公园进

行定点执勤，全国两会、国庆、圣
诞等重大节日期间开展联勤武装
巡逻勤务。

每逢“1·10”“5·17”“6·26”等
宣传日，组织全体民警进社区、进
企业、进学校、进“零发案”小区开
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巡逻车播报
语音温馨提示、LED滚动播放防范

知识、张贴警情通报和发放宣传单
的方式广泛宣传，增强群众的自我
防范意识。通过行之有效的巡逻
勤务机制，全年刑事发案326起，同
比下降44.27%，街面“两抢三盗”
（即抢夺、抢劫、砸车玻璃盗窃、盗窃
机动车、沿街门市盗窃）发案66起，
比上年同期下降65.63%。

为提高巡逻民警管事率，更好
地履行巡逻职责，大队根据月考核
安排，每月下达各巡防车组200条
盘查信息任务，要求巡逻民警做到
逢疑必查，重点盘查可疑车辆、可
疑人员、可疑物品等，特别是凌晨
出入辖区的车辆一一进行检查。

日常巡逻中，对发生在街面打架斗
殴、寻衅滋事、销售假军用物品的
招摇撞骗等行为一律予以处罚。

把街面设卡大盘查行动定为
一项长效机制，每周组织全体民警
开展一次设卡大盘查统一行动。
2016年，开展设卡大盘查45次，出

动警力2610人次，抓获现行违法
犯罪嫌疑人43人，破获刑事案件
23起，查处行政案件85起，强制隔
离戒毒21人。查获毒品海洛因、
冰毒、安钠咖共计88克，收缴伪造
印章、警械、管制器具、枪支等物品
188件。

紧盯“发案率”让警力跟着警情走

紧盯“盘查率”确保无“漏网之鱼”

紧盯“见警率”织密街面巡逻防控网

普法宣法 守护平安

本报通讯员张涛 崔博报
道 2016年12月12日15时许，
子洲县公安局淮宁湾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称：辖区千塔村村委会
办公室玻璃被该村村民砸碎。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将涉嫌滋事的千塔村村民拓某某
依法传唤至派出所。经查证：当
日12时许，淮宁湾镇千塔村村民

拓某某将该村村委会办公室玻璃
砸碎，并故意妨碍村委会为村民
发放食用盐。通过进一步走访调
查，拓某某曾于2016年4月将该
村书记打伤，而且多次在村里滋
事，致使村民怨声载道，造成了极
其恶劣的影响。目前，拓某某被
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之中。

子洲淮宁湾派出所

打击处理一名滋事“村霸”

本报通讯员康孝平 孟田报
道 2016年12月24日至25日，
神木交警二中队重点查处酒驾、毒
驾、无牌无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期间，该中队出动警力
31人次，出动警车6台次，检查车
辆91台次，查获饮酒驾驶2起、无
证驾驶3起，其他违法行为11起。

1月3日晚，神木交警一中队
在该县东兴街商贸路段、九龙口
隧道、二郎山桥头、铧山桥等多处
路段设卡，组织开展“零点”夜查
酒驾整治行动。行动共出动警力
12人次，出动警车3台次，查处违
法行为15起，其中酒驾2起，其
它交通违法行为13起。

神木交警查酒驾查毒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