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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
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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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征名活动有结果了!

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
!"#

#公园
绿地总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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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建成后
未正式命名$现需对其中主要的九大
公园进行征名$分别是%郑州之林公
园 &湿地公园 &红白花公园 &湖滨绿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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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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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

'+*

绿地!

-

月
(*

日$ 郑东新区管委会发布
通告$ 决定有奖征集郑东新区

!"#

公
园名称!

$&

月
$%

日$

$&

组入围命名公布" 详
情可查询郑东新区管委会网站# !

下一步$郑东新区管委会将聘请
有关专家组成评选组$从入围命名中
评出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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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按指纹打卡来约束大学生每天长跑$

开始实施没几天$已近乎演变成一项
游戏!

今冬教育部在全国高校继续推
广冬季长跑活动$并首次试点启用指
纹打卡进行约束$我省郑大&河工大
等多个高校都在列! 按照长跑要求$

女大学生每天须跑至少
$%&&

米$男大
学生

(&&&

米!

郑大校园里一共有
.

处地点装有
指纹打卡机$ 其中相对较近的两个
点$分别在北体育馆和医学院$距离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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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在郑大中心体育馆的打卡处$两
名大学生骑车赶来$下车后又特意等
了两分钟$才进行指纹输入操作$' 按
规定$ 速率必须在每秒

$/%

米
012%

米之
间$不然成绩就无效了! (而休息两分
钟$就是为了避免车速过快$打卡机

' 不认账(!

昨天中午时分$河南商报记者在
该处半个小时的统计中$先后有近

.&

名同学前来打卡$其中骑车赶来的有
1-

人$多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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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郑俊峰介
绍$安阳市坚持把' 三优三创(作为实
施' 强化产业&城市建设&交通运输&

软实力(四大支撑发展战略和' 三阳
开泰( 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作
为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整体文
明程度的有效载体! 坚持多城联创$

激发了广大市民建设&管理城市的主
人翁意识$ 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促
进了城市品位的提升! 郑俊峰称$通
过多城联创$使城市创建工作相互促
进$从而不断深化$不断延伸城市创
建成果!

近年来$安阳市先后荣获两届全
省文明城市&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先进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义务献血
先进奖城市& 中国最佳管理城市&中
国魅力中小城市&中国十大历史文化
名城&全国十大' 和谐名城(&中国书
法名城等荣誉称号!

时讯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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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他人' 罪证( 自己得够' 清白(

省高院出新规%被指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先得' 证己清白(再作证

备受各界关注的赵作海案已尘埃落定$由此引发的法制改革正在进行!

近日$省高院出台)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细则$其中第一条规定$对于非法取
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而被指刑讯逼供取来的证据$经法庭通知$讯问人员拒不出庭作证的$对
取得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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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棵有毒的树上摘下的果实$也
是有毒的$更不能食用! 这$就是备受业
界推崇的' 毒树之果(原则!

他的意思就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
的证据$不能采信!

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
确立' 毒树之果(原则$致使出现了佘祥
林&赵作海这样只能靠' 死人复活(来证
明清白的冤假错案$以及看守所里发生
了' 躲猫猫死(&' 睡觉死(&' 喝水死(&

' 摔跤死(&' 纸币开手铐鞋带自缢死(等
千奇百怪死法的案件!

省高院出台的新规$实际上明确了
' 毒树之果(原则$将会对遏制此类现象
的发生起到巨大作用!

新规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
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
人证言&被害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
据! 法庭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
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
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
的根据!

与以往不同的是$ 在被告人对公诉
方提供的证据明确提出刑讯逼供质疑
后$依据新规$法庭应启动为之专设的调
查程序!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 $被
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被告人
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
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

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按指印!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
者庭审中$ 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
法取得的$ 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
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 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
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
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 法庭应当要求其
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

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法院将书面意见转交检察院后 $检
察院应当在开庭前或庭审中$ 向法庭提
供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当庭不能举证的$

可以依法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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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嫌疑证据$公诉人应当向法庭
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
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
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
庭作证!

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
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
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于涉及案件的有关讯问人员
或者其他人员$经依法通知$应当出
庭作证! 拒不出庭作证的$对该证据
取得的合法性不予采信!

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
被告人审判前后供述是否合法的问
题进行质证&辩论!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
料$ 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根据!

法庭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
合法性问题做出裁定% 如公诉人的证
明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后供述属非
法取得的$法庭确认供述的合法性$准
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证
据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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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网友们
曾对郑州市

-&

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打分$

最终结果如何,

昨日$

445!

说$此次网评共有
.$)-+

人次参
加$不过鉴于评议本身尚有不完善的地方$暂
不在网上公开排序!

$$

月
$

日至
$$

月
)

日$ 郑州市首次通过政府
网和中原网设置网评窗口$ 对全市

-&

家政府

部门&公共服务单位的工作进行评价!

445!

说$

)

天时间里$ 广大网友积极参与$

共有
.$)-+

人次参加投票$票数累计达
$.%++$%

票$留言评价达
$)+

件!

' 评议对我市的网络问政工作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对相关部门也是一种极大的触
动! 各单位在加强网络问政力量的同时$还建
立了通过网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馈问题

的机制! (

不过$鉴于这是第一次搞网络评议$评议
办法本身尚存在不完善之处$

445!

说$ 此次暂
不进行网上公开排序!

' 我们会将网友评议结果和留言 " 案例#

原汁原味地反馈给参评单位$ 并要求各单位
认真对待网友们的评价和留言$ 积极进行整
改并递交承诺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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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职能部门网考结果暂不公开

网评制度不完善 这次排序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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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看啊$ 学院多功能
训练厅里在摆擂比武招兵了- (' 我只听说过
比武招亲$咋还有比武招兵的, (

' 这是要在咱们学院挑选最优秀的学生
去当海军陆战队员! (昨日一大早$河南登封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的学员们争相转告$

蜂拥而至学院多功能训练厅$ 一睹参加预选
的师兄弟们擂台比武的风采!

擂台前$担任评委的省&市征兵办领导$

登封市人武部部长& 政委$ 南海舰队接兵干
部$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领导和资深教练$

个个严肃认真$根据选手们的表现当场打分!

对此$郑州市征兵办主任&警备区参谋
长李国记解释说$ 特种兵是部队的精英与
骨干$ 特殊的使命与任务决定着他们需要
特殊的兵员! 今年海军陆战队首次在郑州
征集

)&

名新兵$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

名应届大专毕业生积极报名! 为了做到优
中选优$与接兵部队协商后$决定让初审合
格的

**

名应征对象打擂比武$ 技高一筹者
优先选送!

比武招兵

!"#公园征名
入围名单出炉

考的是大学生
跑的是自行车
' 冬季长跑(男生每天

(&&&

米
八成大学生骑车搞定

安阳%多城联创
深化创建之路海军陆战队到武校招特种兵

技高一筹将被优先选送

`abcdefghi

' " !

全省城市' 三优三创(

活动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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