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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通报的另外两起案例，则是因符合减刑条件批准减刑的案例。他们分别是长葛原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陈连生，河南省美术出版社原社长曹铁圈。二人分别被减刑10个月和6个
月。 线索提供 乔良

严管有钱人有权人提“钱”减刑
省高院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要公开审理

□记者 韩景玮 实习生 李顺子

本报讯 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一些罪犯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权钱交易,获取减
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正。为避免“有权人”和“有钱人”特别是职
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罪犯“逍遥狱外”，享受“高墙特权”，省高院22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称：积极推动减刑假释公开审理，杜绝暗箱操作。省高院去年共对上述“三
类罪犯”裁定不予减刑55件，收监45人；其中裁定不予假释的12件均为职务犯罪。当
天，省高院还通报4起关于减刑假释方面的典型案例。

省高院新闻发言人许哲
透露：近年来，由于多种原
因，一些罪犯通过不正当手
段进行权钱交易，获取减
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严重
损害了法律的公正,特别是
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
犯 罪 三 类 罪 犯 “ 逍 遥 狱
外”，享受“高墙特权”的

现象较为多发。
2014年，中央政法委要

求对这三类罪犯的减刑、假
释，必须从严把握法律规
定的标准，省高院严格按
照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政法
委的要求，加强了对“三
类罪犯”减刑、假释和暂
予监外执行情况的监督与

指导，对位高权重、财力
雄厚、关系广泛的罪犯进
行重点检查，对“三类罪
犯”的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全部要求开
庭审理。为防止有权人、
有钱人犯罪后利用关系和
金钱，拉拢腐蚀司法人员提
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发布 | 对“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要公开审理

数据 | 去年对“三类罪犯”裁定不予减刑55件

省高院减刑假释庭长张
云龙通报称：2014年，省高院
采取从严把握减刑条件，全
面公开审理程序，共对“三类
罪犯”裁定不予减刑55件，其
中职务犯罪33件、金融犯罪
4件、涉黑犯罪18件；裁定不
予假释 12件，均为职务犯

罪；决定收监执行45人，其中
职务犯罪罪犯40人、金融犯
罪罪犯5人。全省法院对“三
类罪犯”的减刑比例较其他
罪犯低9.3个百分点，“三类
罪犯”的平均减刑幅度较所
有罪犯低0.67个月。实现了
对“三类罪犯”从严控制、从

严减刑的目的。
下一步，省高院将对全

省法院办理的“三类罪犯”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件，每半年集中评查一次，并
将评查结果报最高法院备
案，用制度保证办案质量，防
止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

案例 张金中不予减刑案：被告人张金中系某某县杨楼乡政府乡长助理、乡移民办
公室副主任。2007年12月16日至2008年，其利用职务便利，伙同牛某、薛某捏造
淹没土地划拨协议，意图从县移民局秦岗村户头骗取土地补偿款462528元未果
后，又利用职务便利，指使牛某从牛世隆村套取土地补偿款250000元。同时，张金
中还实施有受贿犯罪事实。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

监狱提请为其减刑后，信阳中院认为，张金中自有期徒刑执行之日至监狱确
定的提请减刑之日未满二年，不符合减刑条件。遂裁定对其不予减刑。

张明宪不予减刑案：被告人张明宪原为河南省某某县级市宾馆经理兼出纳。
1998年至2005年8月，其利用职务便利，虚列职工工资支出97252元，非法据为己
有。同时，张还实施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犯罪
事实。案发后没有退赃。法院以贪污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务会计报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处罚金10万元。

监狱提请为其减刑后，信阳市中院开庭审理认为，张明宪被判刑前没有退赃，被
判刑后仅履行罚金1000元，没有积极消除犯罪影响，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没有退赔能
力，不能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不符合减刑条件。裁定对罪犯张明宪不予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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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陶茜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国书协
理事、河南省政协常委、省书协主
席宋华平先生，向河南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捐资20万元，将定向
用于支持我省残疾人书画艺术人

才培训。
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宋华平先生一直关心关爱
残疾人、支持残疾人文化艺术
事业发展，带头捐赠作品参加
文艺爱心助残、大爱中原艺术
展等。

2015年，我省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将进一步提高

每千名老人将拥有30张床位

□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郑诚

本报讯 城乡低保补助
标准将进一步提高；每千名
老人拥有床位数将从去年的
27张增至今年的30张……
昨天上午，2015年全省民政
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举行，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养
老服务业、加强城乡基层政
权和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
织管理、加快推进县级福利
中心建设和慈善事业发展等
六项工作，成为今年民政工
作兜底“织网”的重头戏。

大河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截至2014年底，我省城
乡低保对象分别为118.89万

人、398.92万人，月人均补助
水平分别为 201 元、101.9
元；共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48.91万人，集中供养标准年
人均3200元，分散供养标准
年人均2200元。2014年，我
省 共 发 放 各 类 救 助 资 金
102.59亿元。

此次会上还传来好消
息，随着我省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的提升，今年将有更多
老人可以在养老机构安度晚
年。

我省于 1998 年进入老
龄化社会，相关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5月份，我省60周岁
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多万，
占人口总数的13.8%。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是我省民政工作的重中之
重。”省民政厅厅长冯昕如是
说。

根据部署，今年，我省将
通过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资
养老服务业等举措，推进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力争各类
养老床位达到42万张，每千
名老人拥有床位达到30张，
日 间 照 料 服 务 基 本 覆 盖
100%城市社区和50%以上
的农村社区。

另外，很多人都遇到过
很多闲置衣物扔掉太可惜又
不知该送到哪儿的苦恼。今
后，被大河报等媒体多次报
道过的郑州市二七区爱心超
市之类的慈善超市和捐助站
点，将更多涌现。

2015年参合农民补助将提高到人均470元
近7个月我省发放二孩证29403个

核心提示 去年人均380元，今年人均470元，参合农民补助
再提高；去年4万名婴幼儿免费享用政府提供的“营养包”，今年免
费享用的孩子增加到9万名……昨天，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召开
2015年工作会，会上，我省提出的众多民生措施，让众多读者对
2015年充满了期待。

□记者 李晓敏

关键词：补助提高

今年，我省8000多万参合农
民人均筹资水平由去年的380元
提高到470元，其中财政补助提高
到了380元。

和参合农民筹资水平一起提
高的，还有人均基本公共卫生经

费。去年，我省人均基本公共卫生
经费为35元，免费提供12类45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今年，我省人
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
高至40元，同时增加服务项目和
内容。

关键词：免费“营养包”

去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实施了
为贫困家庭婴幼儿发放营养包项
目，当时，我省10个贫困县的4万
名婴幼儿受益。

据了解，该项目将为6至24
月龄婴幼儿补充辅食营养补充品，
即营养包，同时为家庭普及婴幼儿
科学喂养知识与技能。今年，这个
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昨天，省卫生计生委妇社处处

长孙韬介绍，今年该项目的试点范
围还是10个贫困县，但是受益孩
子增加到9万人。

这10个项目地区为：洛阳的
嵩县和洛宁县、平顶山的鲁山县、
三门峡的卢氏县、南阳的南召县和
淅川县、信阳的新县和商城县、商
丘的柘城县以及我省直管县新蔡
县。

关键词：二孩管理

自从去年6月3日我省正式
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近7个月
全省发放二孩证29403个，二孩证
的发放和管理也成了省卫生计生
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昨天，省卫生计生委通报，截
至2014年年底，我省共受理单独
两孩申请31202例，办理单独两孩
生育服务证29403个。

省书协主席宋华平捐资20万助残

□记者 朱金中

本报讯 1月27日，是中国传
统的腊八节，今年腊八节当天，禅
宗祖庭少林寺将会设立13个施
粥点。

去年腊八节当天，少林寺在
登封及郑州市区设立11个施粥
点。今年，经与多方协商，少林寺
拟在登封及郑州市区设立施粥点
13个，包括少林寺（少林药局门口
8:30开始）、登封嵩阳公园（8:30
开始）、登封邮局（8:30开始）、郑
州市紫荆山公园（9:00开始）、郑
州市月季公园（中原区嵩山北路
与二环支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
西9:00开始）、郑州市中原万达
广场（中原西路和秦岭路交汇处

9:00开始）、郑州市二七区万达
广场（航海路与大学路交叉口9:
00开始）、金印现代城（金水区经
三路广电路口9:00开始）、元阳
原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商鼎路
农业南路交叉口西南角和谐之家
超市前广场9:00开始）、河南运
通旅游禅家园（花园路与农业路
交叉口东北角7:30开始）、福状
元粥店（郑东新区通泰路与兴荣
街交叉口东南角9:00开始）、福
状元粥店（东风路与丰乐路交叉
口向南30米路东世纪联华楼下
9:00开始）、福状元粥店（顺河路
与玉凤路交叉口西50米路北9:
00开始）。当天，少林寺各下院
及海外少林文化中心也会举办隆
重的施粥活动。

今年腊八节，少林寺施粥点增至1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