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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郑州4月21日电

记者从郑州市纪检监察部门获悉，日前，郑州
市公安局包括副局长周廷欣在内的8名民警，因涉
郑州“皇家一号”案，被相关部门调查。

被调查的8名民警包括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周
廷欣，治安支队支队长王新敏、副支队长张宏君，治
安支队危爆大队队长王俊平，金水路分局局长黄柏
仁、查办处处长（原治安支队副支队长）李宁，文化
路分局治安大队队长袁永强，南关街分局治安大队
民警李志军。

4月18日，周廷欣等8人被调查后，郑州市公安
局立即召开党委会和全市民警大会，通报情况，反

思问题，总结教训。郑州市公安局表示，尽管此次
调查的是民警个人行为，但暴露出公安机关在治安
管理、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郑州警方将在
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正风肃纪、强化法
纪”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重点查处队伍中存在的失职
渎职、特权思想严重、违反程序办案等问题。

郑州“皇家一号”国际娱乐会所自2012年8月
开门营业以来，组织年轻女性明码标价从事卖淫等
犯罪活动，群众反映十分强烈。2013年11月1日
晚，在前期暗访取证、缜密侦查的基础上，河南省公
安厅依法查处“皇家一号”，之后历经5个月的追捕、
取证，摧毁了这一特大犯罪团伙，将133名犯罪嫌疑
人移送检察机关。

□新华社郑州4月21日电（记者 李亚楠）

近日，一则“河南省法院要求法庭庭长必须会做
饭，否则将调离”的消息在网络上热传。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此回应称，这是对河南省法院正在推行的基
层人民法庭“五小工程”建设的误读，今年全省法院拟
将“五小工程”的落实情况纳入考核范围，但并未涉及
法庭庭长会不会做饭。

针对“将庭长学会做饭纳入考核”的说法，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回应称，这一说法源于河南省高院院长
近期在南阳五县市法院调研期间，要求法庭干警吃好
中午一顿饭，并提倡庭长学会做饭的讲话。河南基层
法院的考核包括审判质效、执行工作、信访工作、队伍
建设等。今年河南省法院拟将“五小工程”的落实情况
纳入考核范围，但并未涉及法庭庭长会不会做饭。

据河南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五小工程”建设
是指河南省法院要求基层人民法庭建设小食堂、小宿
舍、小菜园、小图书室、小活动室，满足法庭法官、干警
的吃饭、住宿、休息和文体生活需要，保障法庭法官、干
警吃好中午一顿饭，同时也可为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
案件当事人提供临时就餐，并可成为组织双方进行沟
通、协商的调解平台。

据介绍，由于经费紧张，内部装备配备不到位，河
南一些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干警吃住困难，交通、生活
不便，工作环境较差，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为了改善基层
法庭工作条件，全面落实从优待警政策，河南省高院在
2012年就为全省基层法庭配备了微波炉、电冰箱和热水
器，2013年又在全省人民法庭推行“五小工程”建设。

□据《法制晚报》光明网

61岁的赵作海未曾想到，晚年还能得到一份工作
并拿上工资。对蒙冤入狱11年、获赔65万元的他来
说，赔偿金难以填补11年监狱生活的巨大断层，获释后
的赵作海3年多来一直是郁闷的——不仅受困于金钱所
致的众叛亲离，而且受困于屡次从商失败的破落生活。

前不久，赵作海当上环卫工了。他现在的工作是
负责商丘市归德路与长江路交叉口以南约150米路段
的清洁，月薪1000多元。在路上经常被市民认出，赵
作海总是嘿嘿一笑。

在正式上岗前，赵作海领到了劳动工具——一辆
运垃圾的三轮车、一把垃圾钳、一把扫帚和两件工作服。
在领到三轮车后的一个下午，他专门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练
习骑了半天，总算学会了。今年3月1日，他正式上岗。

□据 新华社 中新网

记者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4月21日，
河南省桐柏县性侵多名女学生的小学教师杨士付
一审被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杨士付原系桐柏县一小学教师，自2012
年春至案发，他对所在学校2名女学生实施奸淫，对
多名女学生多次实施猥亵。

南阳市中院审理此案后，于4月21日在桐柏县
公开宣判，被告人杨士付犯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缓
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法院决定
对其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害女生家属共获赔130万元
记者21日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处获悉，

在桐柏县小学教师杨士付强奸、猥亵多名女童一案
中，受害女生家属已与桐柏县黄岗镇斗称沟村小
学、桐柏县教育局、桐柏县黄岗镇政府及桐柏县政
府达成和解协议，共获130万元赔偿。

郑州“皇家一号”案开始追责了
市公安局副局长等8名民警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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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必须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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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38岁，1.65米，离异
独身，国企电力工作，肤白温
柔貌美，善解人意经济优，自
有靓房；觅50岁以下，为人
踏实有责，真心成家的男士
13015560517（玫瑰缘）

男57岁，1.78米，丧偶
独居，政府处级公务员，人
品优，稳健坦诚经济优，车
房俱有，一女成家，无负担；
觅温柔贤淑得体大方的女
士13015560517（玫瑰缘）

免费找对象

千百度婚恋微信号：qbdlove
地址：数码大厦B座1310室
电 话 ：0379-63123891

不计成本 只赚口碑

天使之恋 免费征婚
咨询：13526928866马老师
地址：中州路与玻璃厂南
路交叉口天力大厦1219室

洛阳红源中老年婚介中心
李老师口碑好 成功率高

15978601284郭老师

QQ：463750754地址：101电车
太原路口站西加油站家属院内

◆丧偶男，57岁，1.78米，有
房独居，阳光帅气，踏实肯干，
商海奋斗多年，好想成家；◆丧偶男，61岁，1.75米，科
级公务员，退休独居，品行端
正，稳重大方，有责任心；◆丧偶男，74岁，1.72米，企
业厂长高工退休，房宽独居，
健康，收入丰厚，无不良嗜好。

优秀帅小伙36岁，未婚
1.75米，本科公务员，条件优有
车房，无不良嗜好；觅职业不限，
30岁左右，1.62米以上，文静大
方的未婚姑娘13937962771

（缘定今生） 13837970831

女，30岁，未婚1.63米，
本科在编教师，肤白苗条貌
美；觅37岁以下，行政事业
科 研 金 融 未 婚 男 士 。
15136385078 非 诚 勿 扰
15978673043

七彩虹免费相亲会 4
月 26 日早 8:30 时至下午
3 时，在洛浦公园电视塔
旁边广场举办面对面免费
相亲，请带有效证件，凡当
日注册者终身免费服务。
热线电话：15838802182

他，早逾花甲，视若
五旬，心、神、体皆佳，静
待 年 过 半 百 ，亦 自 感 为
人，而未尽人兴者，同处
相伴，合享共尝人生之金
秋。电话：15517989402

女，44岁，1.62米，离
异，贤淑善良，端庄大方，经
商，有房。觅人品好，无不
良嗜好，条件优越，有房收
入稳定，真心想成家的男士
为友，本人 18637982948

男，37岁，1.72米，未
婚，单位职工，家境优越，
市区购有新房。觅，未婚
或短婚未育女士（城乡不
限 ） ， 本 人 电 话 ：
18738422688

◆男30岁 未婚 身
高1.73米 本科 科
研单位阳光◆男35岁 未婚 身
高1.74米 本科 驻
洛军官稳重◆男37岁 离异 身
高1.74米 硕士 公
务员稳重儒雅

好姻缘交友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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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
数码大厦A座707室http//:www.lyhyy.com QQ：244851919

相亲热线：63120320 15637996519

微信号：lyhyyjy

◆女26岁未婚身
高1.62米本科事
业单位苗条秀丽◆女29岁离未育
身高1.60米本科
白领高薪车、房◆女 33 岁 离异
身高1.62米事业
单位 白皙靓丽

美诺信息部 13083631279
13213519856

我信息部真诚为您服务。我是洛阳市的十佳爱心人物，我
们不为名、不为利，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积德行善，造福给每
一个人。从初七上班至今，我们已牵手成功40对，希望大家来
实地考察，事实能证明一切。希望每一位单身朋友带着一颗真
诚的心来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西工区金谷园路与纱厂路交叉口翡翠城3单元904室

◆姑娘28岁，1.68米未婚
本科，商业高管，温柔漂亮，
端庄大方；觅条件相当人品
好，有责任心的男孩。◆姑娘30岁，1.67米，未
婚科研单位，温柔善良，乖
巧孝顺；觅条件相当有修
养的男孩。◆姑娘 31岁，1.70米短
婚未育，研究生毕业，事业
单位中层干部，温柔善良
知书达理；觅条件相当，有
责任心的男士牵手一生。

◆女64岁，1.64米，丧偶独居，
无负担，教师退休，贤淑善良，
端庄大方显年轻；觅70岁以
下，身体健康，行政事业科研单
位，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男59岁，1.78米离异独居，
无负担，副教授，人品好有责
任心，无不良嗜好；觅温柔善
良贤慧，真心成家的女士为伴◆男53岁，1.75米丧偶独居
无负担，高校工作，综合素质
高，有责任心，无不良嗜好；觅
贤淑善良真心成家的女士。

牵手谢姐鹊桥 寻找幸福人生
中 心 宗 旨 ：先做人，后做事
会员的口碑相传是我们的优势

民政字第
080105

女，26岁，1.66米，未婚，餐饮老板，专科，端庄大方，开朗懂事
女，36岁，1.61米，短婚（未育），在编教师，性格温和，白净，有房
女，41岁，1.63米，离异，财务总监（集团），一爱女，车房具备，高雅
男，36岁，1.72米，离异，外资高管，本科，年薪12万，稳重，房帅
男，44岁，1.76米，离异，成功经商，有车有房，男人味十足，性格好
男，47岁，1.78米，离异，工程师，本科，无负担，宽房（110平），踏实
男，59岁，1.70米，离异，事业单位，姑娘成家，爱运动，显年轻，房

咨询热线：15515330021 QQ:609573779
22年我为单身代言 胡姨牵线你的未来
热线：64882665 13592089731 QQ：1961575199

九都路与王城大道交叉口申泰新世纪广场2号楼 1924室

高层婚介胡姨友吧www.hyy8.cn

◆女26岁，1.63米，未婚本
科，612所任职，清秀美丽可
爱◆女 36岁，1.65米，短
婚未育，本科税局任职，有
车房，文静秀丽◆女43岁，
1.67米，离异无育，办实体
有车房，善良豪爽靓丽

◆男 27岁，1.78米，未婚
硕士，机关任职，勤奋上进，
阳刚英俊◆男34岁，1.78
米，未婚硕士，公司法人，资
产雄厚，品貌俱佳◆男47
岁1.78米，离异本科，自办
实体，资产雄厚，厚重俊朗

驻洛部队正团职男军
官，44岁，身高 1.76米，离
异独居，车房俱备，经济条
件优，觅形象好，工作或经
商 的 女 士 为 伴
13007636921（惜缘婚介）

男，54岁，1.75米，政
府机关公务员，丧偶，一女
已成家，车房俱备，经济条
件优；觅形象好，工作或经
商 的 女 士 为 伴 。
13007636921（惜缘婚介）

女57岁，1.61米，退休
丧偶，一女成家，形象好气
质佳 ，生活优裕；觅65岁左
右，1.70米以上，条件相当
的男士为伴。（天使之恋）
本人电话：15136305108

女教师：33岁，本科，
1.63米未婚，纯洁秀丽；觅
38岁以下，未婚短婚无小孩
的男士，电话：63313682、
15515318935有情人大世
界正在报名踏青旅游 张珍

洛阳籍北京工作男孩，
32岁，1.72米，本科未婚，北
京外企收入丰厚买房；诚觅
在北京工作洛阳籍女孩，31
岁以下，大专以上，其他不
限。 父亲：13233940019

女，46岁，1.63米，离异
经商无负担，肤白貌美，温
柔善良，觅，60岁以下，身体
健康，有责任心，真心成家
地区不限的男士63621438
15515368305

男54岁，1.75米，丧偶
本科，科级公务员，独居宽
房，稳健坦诚，无不良嗜好，
觅，温柔大方，善解人意真心
成 家 的 女 士 。
18638894748 63621438

本人男，39岁，未婚，
1.78米，私企经理，沉稳干
练，俊逸洒脱；欲觅性格开
朗，重情爱家的女士携手一
生。个人信息，非诚勿扰！
15194543811

男，33岁，1.75米，
短 婚 未 育 ，经 商 有 车
房。觅 1.60米以上，大
专以上学历，综合条件
好的女士为伴。本人：
15637977667

鹊桥专栏
广告热线 :63330377
刊登时间：每周二、四、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