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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1月28日，
记者从省信访局获悉，国家信访局日前
公布全国“最美信访干部”40位提名人
选名单，我省孙桂琴和高平珍上榜。

53岁的孙桂琴是新乡市凤泉区潞
王坟乡信访办主任，她长期在乡镇基
层部门工作，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不
计其数。在复杂的信访问题处理过程
中，她始终坚持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偏
不倚，被群众称为“知心大姐”。

46岁的高平珍是平顶山市信访局
副局长，18年来，她先后接待过5万多
名上访群众，直接处理过4000多起信
访案件，组织参加过4700多次协调会
议。她以自己的真诚和爱心时刻践行
着一个信访干部的为民情怀，被当地群

众亲切地称作“闺女局长”。
今年8月，国家信访局下发《关于

开展“寻找最美信访干部”活动的通
知》，组织全国信访系统开展“寻找最美
信访干部”活动，经过层层推荐、优中选
优，各地共报送89名“最美信访干部”
候选人。国家信访局成立评审小组，遴
选出40名“最美信访干部”提名人选。

省信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今年
9月开始，省信访局开展了河南省2016
年“寻找最美信访干部”评选活动。经
过基层推荐、网络投票、评审委员会研
究、考察公示等环节，评出孙桂琴、高平
珍等12名同志为2016河南省“最美信
访干部”，仝敬贤、李人昌等17名同志
为河南省“优秀信访干部”。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贾
共鑫）11月 26日，第二届全国法院新
媒体学院奖颁奖礼在北京举行，河
南省高院微博“豫法阳光”再次荣获
全国法院微博学院奖，信阳市中院
的微信公众号“信阳法院”荣获全国
法院微信学院奖。

该评选活动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
旨在促进各级各类法院通过新媒体多
方面、全过程推动司法改革、司法公开、

公正司法。不同于单纯依靠数据挖掘
与分析技术对新媒体进行排名的传统
评奖方式，本次评奖在对全国法院微
博、微信和客户端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
析的基础上，邀请 30余位法学、新闻
学、政治学知名专家担任评委，依据内
容、形式、品牌等6大类 30余项指标，
对初期入选的20家法院微博、21家法
院微信和15家法院客户端进行评比，
最终全国18家法院获奖。③4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11月26日，
2016年河南省中小学生科技体育竞
赛暨科技体育社团展示活动在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和六一小学举
行。全省1600余名学生参赛。

本次活动以“科技启迪智慧、体育
健康人生”为主题，共设科技体育竞赛
和社团展示评比活动两大板块。其中
竞赛项目设立了校园纸飞机模型、校园
室内遥控直升机、校园创意科教模型、

校园建筑模型、校园模拟飞行、校园航
海模型6个大项18个小项比赛，展示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为中小学校展
现科技体育成果和风采的良好平台。

赛事吸引了郑州、洛阳、开封、鹤
壁、新乡、焦作、安阳、周口、漯河和林州
10个城市的82支代表队报名参赛。

此次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省学生
体育总会科技体育协会协办，郑州师范
学院和郑州经开区教体局承办。③7

新华社济南 11 月 28 日电 山东
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8日公开宣
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玉海
受贿案，对被告人秦玉海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百万元；对秦玉海受贿所得
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 2013年，
被告人秦玉海利用担任中共焦作市委
书记、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公安厅
厅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
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086.1702万元。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秦玉海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
于秦玉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
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具
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记者 代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爱党、
爱国、爱人民。”11月26日，获嘉县位
庄乡王治村，93岁的王光连老人坐在
自家客厅的沙发上给村党支部副书
记王连东“上课”，“只要是对党、对国
家、对人民有利的事儿，大胆办！有
事儿要多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肯定能把工作干好！”

王连东说：“老支书有想法、有思
路，村里有啥事儿都喜欢跟他商量商
量。”王光连一直牵挂着村里的发展，
天气好的时候，他时不时地拄着拐杖
到村委、街头巷尾问问村里的大事小
情。

在王光连家客厅的一个镜框里，
镶着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1950年7月的证明书：兹证明王光连
同志于 1944年 1月 11日参加本军，
现在44师 132团一营机枪连任连长
职务。

王光连 17岁参军，14年戎马生
涯中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多次立功受奖，仅一等功就荣
立过三次。退伍回到王治村之后，王
光连担任了22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村民搞生产、兴水利、平整土地……

“那些年出门，我腰里没离过绳子，一
出来就跟着群众拉犁拉耙。”看到群众
吃水难，当时月工资才4元的王光连，
一下子拿出了全部积蓄46元钱垫资
打井，让村民喝上了甘甜的井水。

1990 年，王光连退休。考虑到
村集体收入低，他和5名老党员组成

“老党员护林队”，在村里道路两旁和
河堤上种上经济林，平时修修剪剪，
除虫打药，看护林产，一干就是十几
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永远是。”

“孩子们孝顺，家庭很和谐，现在
的日子挺好，我挺知足！”按照国家有
关政策，王光连老人本来可以享受更
高的待遇，但由于许多重要证明和珍贵
勋章都遗失了，如今，王光连仅享受着
每月800多元的二级伤残军人补贴。
子女也曾想替他去跑跑，但都被老人一
句“给组织添这麻烦干啥”拒绝了，王光
连从未向组织上提过额外要求。③5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李文超

11 月 24 日，天刚亮，58岁的邹
清林就准时出现在南阳火车站候车
大厅里。

“老乡醒醒，几点的票啊，别耽误
了。”“大姐，你抱着娃辛苦啊，等快检
票了你站前面，别挤着孩子。”执勤、
巡视、检查、维持秩序、帮助乘客……
这是郑州铁路公安局南阳车站派出
所民警邹清林每天的工作。

从警28年来，邹清林救助流浪、
走失少年儿童近200名，为旅客做好
事、解难事5000余件，参与侦破刑事
案件 350 余起，查处治安案件 3600
余起。他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全国文明办“身边好人”等称号。

“我爱管‘闲事’，特别是孩子的
事情。”邹清林告诉记者，每逢遇到单
独出行的孩子，他总会习惯性地多看
一眼、多问一句。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帮山西长治
的那个孩子回家。”邹清林说。2011
年冬天的一天，凌晨 1点多，站台上

一个单薄的身影进入邹清林的视
线。看到孩子冻得瑟瑟发抖，邹清林
便上前搂住孩子，经过询问，得知孩
子姓段，12岁，只记得自己是从山西
长治过来的，说不出其他有用的线
索。邹清林先安顿他睡下。天亮了，
邹清林开始和长治各个乡镇派出所
联系。一通又一通地拨电话，一遍又
一遍地询问情况……一上午过去了，
联系上孩子家人的时候，邹清林的嗓
子都沙哑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人群中
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伸出援助之手，
邹清林帮许多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派出所里，邹清林的外号是
“翻译官”，因为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
方言，经常被所里其他民警拉去当翻
译。邹清林说：“我和群众交流得多
了，懂的方言自然就多了。有时和外
地孩子沟通，我就用他们的方言。”

曾有人嘲笑他是爱管闲事的“傻
警察”，邹清林说：“苦也好累也好，我
觉得这样做很值。如果说这是‘闲
事’，我就要管一辈子‘闲事’。”③5

孙桂琴高平珍入围
全国“最美信访干部”名单

第二届全国法院新媒体学院奖揭晓

“豫法阳光”“信阳法院”获奖

全省中小学生科技体育竞赛举行

秦玉海一审被判十三年六个月

王光连：“我永远是一名党员” 邹清林：我要管一辈子“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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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摄影报道

11月 26日，在郑州一健身俱乐部，多对母子在教
练的指导下练习亲子瑜伽。近年来，亲子瑜伽在郑州
市悄然流行，越来越多的辣妈萌娃加入到练习瑜伽的
队伍中。

亲子瑜伽不但能加强孩子身体的灵活性，促进孩
子脑部发育，还可以让孩子和妈妈在运动中亲切交流，
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⑨6

▲教练指导家长和孩子练习瑜伽
▶辣妈萌娃一起练瑜伽

亲子瑜伽悄然流行

11月24日，平顶山市卫东区法制办、司法局、教育局在建东小学举办青少
年宪法宣传教育巡展，并为学生们送上了宪法宣传教育图册，以此迎接全国宪
法宣传日的到来。⑨6 古国凡 张译方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郭
玲玲）不用去法院，坐在家里敲敲键
盘，24小时随时可以办理立案。今后
在我省，“打官司”就是这么方便。11
月28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即日起，
全省法院开通网上立案服务。这也是
今年省高院向社会公开承诺的 12项
便民举措之一。

自去年5月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
以来，我省法院案件数量已连续两年
突破百万大关，今年截至目前受理案
件已近 130 万件。群众往往要排长
队，往返多次，才能办完立案手续。
为此，省高院提出“让信息化多服务、
人民群众少跑腿”，积极运用互联网
技术，设立网上立案窗口，为当事人
提供一站式、综合性、低成本的现代
化诉讼服务体系，提高立案效率，减
少群众诉累。

据介绍，目前，网上立案暂时适用
于民事起诉、上诉、申请再审案件和行
政起诉、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案件，其他
类型和程序的案件待条件成熟后逐步
实施。

与传统立案相比，网上立案不受
时间和地点限制，24小时开放，坐在
家里就能向全省 184 家法院提出民
事、行政案件的立案申请。无论是律
师还是普通市民，无论是自然人还是
公司企业法人，尤其对于材料不齐全
的当事人，还可通过网上立案平台补
齐或更正。

网上立案除了给群众带来极大
便利，对法官也是重大利好。立案
法官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审查当事人
上传的立案材料，审核情况可通过

短信推送，减少重复劳动，提升工作
效率。

为尽快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掌
握网上立案系统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11月25日，省高院对全省三级法院立
案工作人员、律师代表、国有企事业和
金融机构法务代表等 3382人进行了
统一培训。

看到这儿，你一定迫不及待想知
道网上立案究竟咋办理。首先，输

入网址 http://ssfw.hncourt.gov.cn
打开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先注册再
登录，然后点击“网上立案”，就可以上
传信息和诉讼材料了。网上立案平台
会自动提示信息内容和材料格式，并
对操作步骤进行指引。

“当事人网上上传资料过程中可
以修改、撤回、补充，一旦确认提交，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立案法官都不能
再修改。”省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郭

保振说。
经审核，网上立案申请符合相关

要求的，立案法官会及时给予审核通
过，并按规定办理立案手续。完成立
案登记后，系统会在服务平台上显示
并发送手机短信通知当事人或其诉讼
代理人，同时通知在指定期限内交纳
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审核未通过
的，系统会标明原因并在次日通知当
事人。②40

立案不再“跑断腿”全天上网随时办

我省法院开通网上立案

图表来源：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月 25日，
记者从许昌市政府了解到，全省“政策
落实进万企”活动开展以来，该市共派
出 1069名首席服务员分包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1398家，一企一策精准
帮扶，通过绿色通道为企业实实在在
解决问题。

许昌天戈硅业科技公司是一家新
能源企业，新投产的蓝宝石项目对电力
保障要求高，但企业供电线路不稳定，
突发停电较多。首席服务员得知后将
情况上报，襄城县电力公司加快供电线
路的升级维护，解决了突发停电问题。

许昌市民营经济发达，对金融支
持需求较高。该市在扩大信贷规模的
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奖励力度鼓

励企业上市，对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
挂牌企业给予 30万至 200万元的奖
励，今年已有 6家企业成功在新三板
挂牌，两家企业筹备在香港上市。截
至 9 月底，全市累计完成直接融资
91.47亿元，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许昌市还建立多层次解决企业问
题机制，市企业服务活动办公室针对
收集到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按照融
资困难、证照办理、环境保护、政策扶
持等分类列出清单，记录问题受理、责
任单位、办理结果，解决一个销号一
个，落实结果还要经企业负责人签字
确认。截至 9月底，全市 88%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派驻了首席服务员，已
累计办结问题58条。③6

许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千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