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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28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获
悉，即日起，如果发现酒驾、毒驾、客车
超员、大车占道、拥堵时占用应急车道
等交通违法行为，群众可向警方举报，
警方将给予举报人一定奖励。

据了解，有奖举报的交通违法行
为有：酒驾；毒驾；大车占道；客车超
员；遇交通拥堵时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高速公路上客车停车上下乘客、装卸
货物；驾驶假牌假证、套牌套证、无牌
无证机动车或非法拼装、已达到报废
标准的机动车；非法载运爆炸物品、易
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

危险物品；车辆交通肇事后逃逸。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群众可采取拍照、摄录等方式
固定违法行为证据，24小时内通过电
话举报（0371-68208110）、手机短信
举报（13633719780）；河南高速警民
通 ( 手 机 APP)、电 子 邮 箱（hngsjj-
zd@sina.cn）等方式举报。举报时要
提供交通违法行为证据图片和举报人
联系方式。经查证属实的，警方给予
举报人 50元至 500元的奖励。举报
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等涉及刑事
犯罪的，经有关部门立案后，给予举报
人重奖。③7

本报讯（记者 何可）12月 27日，
郑州市政府下发通知，建立基层证明
清单制度，取消 35项办事证明，并公
布了首批基层证明“保留清单”。

被取消的35项基层证明包括“亲
子关系证明”“失踪情况证明”“个人收
入情况证明”“落户证明”等。郑州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说，今后，政府部门确
需了解基层组织掌握的相关信息时，
要通过郑州市政务服务网查询或问
询，政务服务网不能解决的，由部门直
接函询或到相关基层组织调查核实，
目的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
办”，从源头上避免各类“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现象。
郑州市明确要求各级行政机关，

对取消或未列入清单的证明事项,任

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要求当事人提供，
村(社区)等基层组织不再出具，也不得
作为办事的前置条件。

郑州市民去外地办事要开这些证
明怎么办？市政府规定：如果市民到
外地就业、学习或生活等，所在地要求
提供郑州市基层证明清单之外的证明
的，基层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出具相
关证明。

除了取消35项证明外，郑州市还
确定了第一批基层组织应该出具的

“证明清单”。第一批清单共 9类 16
项，都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
基层组织开具的证明，如流动人口居
住证明、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经济状况
证明、收养证明、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居民在家正常死亡证明等。③3

本报讯（记者 高超）12月 28日记
者从省总工会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省总工会日前
发出通知，决定即日起至2017年春节
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两节”送温暖
活动。

通知强调，要通过走访，详细了解
困难职工的致困原因和真实需求，并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遇到困难的中
小企业和困难职工较多的企业作为走
访的重点，了解企业的生产困难状况
和成因，企业工会履行职责、服务职工
情况。深入基层和困难地区，全面了
解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的贯彻落实情
况、困难职工的社会保险覆盖情况。
各地工会要结合实际，依法解决困难
职工社会保险相关待遇落实问题，大
力开展职工互助互济活动，充分发挥
工会帮扶中心（站点）的作用，帮助困
难职工解决应急生活困难问题。

此外，要做好“两节”期间农民工
维权服务工作。积极参与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与人社、公安、住
建等部门协调配合，发挥工会系统欠
薪报告制度作用，确保农民工返乡前
及时足额拿到工资。发挥工会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作用，对节日期间坚守
工作岗位的一线农民工进行普遍慰
问，帮助农民工和农村“三留守”群体
解决实际困难。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管
好用好送温暖资金，确保资金精准使
用、及时足额用到困难职工身上。必
须坚持依档帮扶原则和“先建档、后帮
扶、实名制”的工作程序，通过银行卡
（存折）发放资金。基层工会要对所有
建档困难职工和“两节”期间遭遇突发
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
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走访慰
问，实现全覆盖、不遗漏。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26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元旦和春节
临近，全省公安机关即日起开展“奋战
60天、全力保平安”消防攻坚行动，确
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省公安厅要求，要盯死看牢重点
场所，对公共娱乐、商场市场、宾馆饭
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实行实名制和包
片制检查制度，加大对城中村、城乡
接合部的小商场、小学校（幼儿园）、
小医院、小餐饮场所、小旅馆、小歌
舞娱乐场所、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场
所、小生产加工企业等“九小”场所和

出租屋的排查力度。各地公安机关
要对歌舞娱乐、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教堂礼堂开展全面检查，严格审批大
型群众性活动，集中开展夜查行动，
全警合成作战，实行定点守护和流动
执勤。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凡督
察发现问题较多、工作严重不负责的，
一律予以通报批评；凡工作责任不落
实，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突出的，直接责
任人和单位负责人要到省公安厅说明
情况；凡发生较大以上火灾的，坚决进
行责任倒查和追究。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单保良

12月 25日，记者见到了62岁的
梁玉梅，作为商丘市玉美牙科创始人，
她从事牙科治疗已经40年了。

2007年春的一天，她和商丘市义
工联10多名会员前往睢县城郊乡看
望父母双亡的林家三兄妹。进入林
家，眼前的景象令人心酸，两间低矮破
旧的房子，靠墙搭着一个草棚，院子中
央摆放着一张几近零散的小木床，床
上的被子破旧不堪。3个孩子站在院
中，哥哥叫林富裕，14岁；妹妹叫林双
琳，12岁；小弟叫林富军，8岁。尽管当
地政府给予关怀和帮助，依然解决不
了他们的根本困难。

“我要把孩子带回家！”梁玉梅现
场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决
定。当天夜里，她叫醒隔壁邻居王东
艳。王东艳和她同是义工联会员。月
光下，二人商议怎样帮助林家三兄妹
渡过难关，最后决定，梁玉梅收养小女
孩，王东艳收养小男孩。虽然两家收
养，但姐弟俩仅一墙之隔，如同一家，
有助于健康成长，然后共同帮助哥哥
林富裕学习技术。

一周后，梁玉梅和王东艳二回睢
县，把林家三兄妹接到了商丘。林富
裕从小就患有淋巴腺瘤病，她们和义

工联会员把林富裕送往市第三人民医
院做手术。手术期间，梁玉梅和王东
艳天天给孩子送饭，母亲般地陪伴着，
直至孩子痊愈出院。

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林双琳身
体状况很差。梁玉梅不仅从医学的角
度对她身体加以调治，从生活上更是
关怀体贴。

小双琳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梁
玉梅又考虑孩子的学业，四处托人，把
孩子送到了商丘市第八中学。2010
年，林双琳以优异成绩考入商丘医
专。去报到的那一天，梁玉梅抚摸着
林双琳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
些年咱娘俩不容易，你要记住这艰辛
的历程。你还要记住曾经帮助过你和
你哥哥、弟弟的好人，等有了本领，别
忘了回报社会。我建议你的名字改成

‘林爱心’，时刻记住传递爱心！”
“我听妈妈的，从今天开始，我就

叫林爱心。我知道我以后该怎样做，
妈妈！”娘儿俩相拥而泣。

转眼10年过去了，而今，林爱心
已经穿上了白大褂，和梁玉梅一样成
了一名医生。③6

□本报记者 何可

她用柔弱的肩膀同父母一道
支撑起一个5口之家；她带着瘫痪
的母亲上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照
料母亲的生活；她积极参加各类公
益活动——她，就是被称为“最美
大学生孝女”的坚强女生朱萌萌。

朱萌萌家在巩义市芝田镇北
石村。12月 24日，记者在朱萌萌
家乡了解到，她从小就挑起了生活
的重担，一边上学刻苦读书，一边
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务农、打工，
用心照顾年老体弱多病的爷爷、年
幼的妹妹、身患严重肾炎的爸爸和
患有严重高血压的妈妈。上小学、
中学期间，她年年被评为“三好学
生”“德育标兵”。

2011 年，朱萌萌考入河南科
技学院。2012年9月，朱萌萌的妈
妈因严重高血压引发危重脑出
血。萌萌向学校请假连夜赶到了
母亲的病床前，日夜守护。一个月
后，母亲能自主进食了，可硬的食
物无法下咽。萌萌就自己嚼软了

变成了糊状再喂给母亲吃，就像小
时候母亲喂自己一样。

妈妈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瘫痪
在床。为了生计，身体稍有好转的
爸爸去打工。怎么照顾妈妈？朱
萌萌决定带着妈妈去上学。妈妈
怕连累女儿，怎么也不答应。萌萌
跪在妈妈床头，一边给妈妈按摩腿
部一边说：“妈妈，您就跟女儿走
吧，让我带着您去上学，每天能够
看着您、伺候您，我会很快乐。”

2013 年寒假刚过，朱萌萌就
带着瘫痪母亲来到了新乡，租住在
离校不远的一所房屋内。每天一
大早，朱萌萌就起身为妈妈做饭，
照顾妈妈吃药，然后去上学，放学
回家后继续照顾妈妈。萌萌还自
学按摩推拿，定时给母亲按摩，长
期卧床的母亲居然没有得过一次
褥疮。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朱萌
萌还是把妈妈带在身边悉心照料。

面对不幸和困苦，朱萌萌选择
了用勇敢和坚强来面对，她用行动
诠释着“孝”的真正含义，感动了周
围的人。众多好心人向她传递温暖
和关爱，她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回
报社会。朱萌萌说：“对家人好、对
他人好、对社会好，是我的人生信
条。”③5

举报酒驾和客车超员等
警方有奖

郑州取消基层35项办事证明

全省开展消防攻坚安全行动

省总工会部署2017年“两节”送温暖活动

对建档困难职工帮扶实现全覆盖

爱心托起孤儿梦 带着母亲去上学

本报讯（记者 卢松）12月 28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加
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明确，2018年年底
前，全省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都
要建立协商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到
2020年，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
众自治机制，形成协商主体广泛、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程序科学、制度健全、
成效显著的城乡社区协商新局面。

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
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村（社区）党组织、村
（居）民委员会在广泛征集、充分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协商议题，确定
参与协商的各类主体；通过村（居）务公
开栏等多种方式，向参与协商的各类主
体提前通报协商内容和相关信息；组织
开展协商，形成协商意见；公示协商成
果，并组织实施；向协商主体、利益相关
方和居民反馈实施情况等，并组织群众
对执行情况进行评议，接受群众监督。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焦作市解放区“334”楼院协
商治理模式，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社
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洛阳市涧西区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
进展顺利。同时，全省村委普遍推行
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社区）居委
会普遍推行了“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
法，全省大部分行政村和城市社区制
定了村规民约或社区公约。③3

我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出台

2018年全面建立
城乡社区协商制度

12月25日，寒气逼人，商水县平店乡平店小学校园内却暖流涌动。周口北斗达教育组织120余名师生和家长为该校留守儿童送来了600多条亲手编织
的“爱心围巾”。⑨6 赵永昌 摄

爱心捐赠 情暖童心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在翘首以待的目光中，最高人民
法院第四巡回法庭终于在郑州挂牌成
立了。据了解，该巡回法庭的巡回区
包括河南、山西、安徽、湖北 4省。巡
回法庭都受理哪些案件？人员如何配
备？今后的工作咋开展？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四巡回法庭
首任庭长景汉朝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接
受了记者采访。

9名主审法官平均年龄47岁

据了解，第四巡回法庭主要负责
审理豫、晋、皖、鄂 4省内应当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二审、申请再审
的民商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刑事申
诉案件,以及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
司法协助案件等。

在人员设置方面，除一名庭长、两
名副庭长外，9名主审法官的平均年
龄 47岁，平均从事审判工作超过 15
年，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有法
学博士 4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
家1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1人，办案
标兵4人。每位主审法官配备1名法
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按照精简高效
原则，法庭只设立综合办公室和诉讼
服务中心两个机构，前者负责综合行

政、司法调研、后勤事务、政工监察等
工作，后者负责立案登记、巡回区内来
信来访等工作。

多方合作保障法庭顺利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河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巡回法庭的成立工
作，有关领导同志和河南省高院、郑
州市中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法
庭 1600 平方米的诉讼服务中心和
150 平方米的安检大厅 18天即完成
了安装建设任务。目前，各种办公
设备均已到位，并率先与最高人民
法院本部实现互联互通。排队叫号
系统、诉讼服务终端系统、远程视频
接访等信息化建设已完成，实现了

“能办公、能立案、能接访、能开庭”
的目标。

“第四巡回法庭巡回区信访压力
大、案件数量多、办理难度大，为此，法
庭班子提前赶赴郑州组织全体人员进
行‘一对一’培训，制定‘四巡纪律规定
12条’，还召开了巡回区四省高院立
案信访负责人会议，并与当地建立了
应急协作机制。”景汉朝说。

今后工作咋开展

据景汉朝介绍，对于今后的工作，

第四巡回法庭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探索：一是合理放权与有效监督
的具体机制，主审法官负责制与合议
制的关系定位；二是加强涉诉信访大
数据分析，提升预测预判能力；三是探

索建立律师代理信访制度和地域回避
制度；四是大力推行当庭宣判制度；五
是设立“中原法治讲堂”，整合巡回区
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巡回区法治建
设迈向新台阶。②40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巡回法庭制度是指法院为方便
群众诉讼，在辖区设置巡回地点，定
期或不定期到巡回地点受理并审判
案件的制度。在我国四级法院中,基
层法院设置有派出法庭,并经常组织
巡回审判,如老百姓熟悉的“马背上的
法庭”“渔船上的法庭”等。巡回审判
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完全形成固定的
制度。

2014 年 10 月，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
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
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2015 年 1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
院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挂牌，巡回区
为粤、桂、琼。1月31日，第二巡回法
庭在沈阳挂牌，巡回区为辽、吉、黑。
今年 11 月 1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同意最高
人民法院在重庆、西安、南京、郑州增
设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代表最
高人民法院,其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
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效力相同,
都是终审判决。巡回法庭除了方便
群众就近诉讼,排除地方干扰,还可监
督地方法院的审判。在备受关注的
聂树斌案纠错过程中，最终宣判聂树
斌无罪的就是第二巡回法庭。②40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正式亮相

首任庭长为你揭开神秘面纱

巡回法庭的前世今生

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