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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执法公正

周口市中级法院：

一 名
刑事被害
人家属领
到两万元
救助金。
资料图片

刑事被害人救助
体现司法人文关怀

淮滨县法律援助中心：

多措并举
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这是河南省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工
作中的一个普通但典型的案例。

1989 年，因发生纠纷，商丘市民李江的
父亲被同村两名村民扎死。后来经法院审
理，一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附带民事
赔偿5000元；另外一名被告人当时因不满18
周岁，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后
来，李江认为对被告人判刑太轻且赔偿太少，
提出申诉，但因涉及很多法律问题，虽然经过
多年，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009年年初，李江到商丘市检察机关反
映问题。商丘市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李江
反映的问题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诉时效，检
察机关无法受理。但商丘市检察机关并没有
就此置之不理，而是深入李江所在的村、镇了
解情况。得知李江的父亲被害后，其母亲抚
养着他们兄妹4人，其中两人是残疾人，家庭
生活比较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商丘市检察机关决定启动
刑事救助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2009年4月1
日，李江从商丘市检察机关拿到了5000元的刑
事被害人救助金。随后，检察机关又协调民政
部门为李江一家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并时
常到李江家中回访，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中央确立的一项
重要的司法改革内容。2009 年 3 月，中央政
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八部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
作的若干意见》，确立了“突出重点，逐步推
开”的基本原则，要求各地在自行确定具体救
助对象范围的同时，重点保障因遭受严重暴
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需求。2009年4月
2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检察机关
贯彻实施〈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
若干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检察
机关全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河南省检察
机关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
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加强对刑事
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帮助他们尽快回归
正常的生产生活，体现司法人文关怀，构建社
会主义司法和谐。

据统计，2009 年至 2011 年，河南省检察
机关共发放救助金额1013万余元，救助刑事
被害人 1157 人次。2012 年 1 月至 7 月，河南
省检察机关已发放救助金额 103 万余元，救

助刑事被害人145人次。
其实，早在 2005 年，河南省检察机关就

已经在南阳、信阳、许昌、周口、驻马店等 11
个省辖市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
当时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一种探索和尝
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为保证救助
工作有效开展，各地检察机关都结合各自实
际，制定出台了一些规章制度。但各地对救
助对象的规定不尽相同，救助基金的设立、救
助金额的规定也不统一，规范化有待进一步
提高，救助资金缺乏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印发后，河南省检
察院加强机制建设，确保工作规范运转。

一是争取政策保障。加强与省高级人民
法院、公安厅等部门沟通，向省委政法委专题汇
报，推动省委政法委等八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
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

二是完善制度规范。在调研论证的基础
上，制定了《河南省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被害
人救助办法》和《河南省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
救助实施办法》，深化、细化、实化工作措施，
各地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确保
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建立考评机制。完善考评办法和评
价标准，将刑事被害人救助情况、实际效果等
纳入业务绩效考评范围，并作为省级文明接
待室评比标准，形成正确的执法导向。同时，
因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加强

协调是关键，省市两级检察院领导主动深入
基层，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保障救助资金落
实到位。商丘市检察院与市财政局会签文
件，将救助资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郑州、洛
阳市财政局分别拨专款 50 万元和 100 万元，
作为救助启动资金；其他多数检察院也都在
民政部门设立了专项救助基金。

“有没有建立制度，效果绝对不一样。”
2009年以来，河南省检察机关的刑事被害人
救助工作，对于帮助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克服
生活困难，消除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涉法涉诉
上访，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积
极作用。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
均给予高度赞扬，救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加强对刑事
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有利于缓解被害人
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修复被破
坏的社会关系，是刑事领域内协调平衡各群
体利益冲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在全社会进一步实现公平正
义的现实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庭
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一
制度对于有效惩治犯罪也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可以避免被害人为了获得赔偿与加害方

‘私了’，激发其与司法机关合作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如实揭发、控诉犯罪行为，配合司法
机关有效打击犯罪活动。”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董亚东）只要在触摸屏上
轻轻一按，就可以选择自己要办理
的机动车业务类型，拿上号可在大
厅座椅上等候。近日，平顶山市公
安交管支队车管所服务大厅推出
又一项便民措施：启用了类似银行
用的排队叫号系统。

据车管所有关负责人介绍，以
前大厅十几个窗口经常被办事人
员围得水泄不通，有些人随意插队
引起别人不满，极易造成秩序混
乱。车管所借鉴银行的经验，购置
了排队叫号系统，主要办理车辆过
户、抵押解押、报废车辆注销等业
务，还在大厅里放置了数排座椅。
这一系统的启用，不仅为群众提供
了一个较为宽松、有序的办事环
境，减少了排队等候时间，而且增
加了各项车管工作的透明度，有效
遏制了“黄牛”的不法行为，提高了
窗口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郭玲 李鹏）
近年来，焦作市中站区社会法庭以其在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独特优
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社
会法官主动深入基层，耐心倾听群众心声，给力
化解家庭矛盾，亲情、爱情的纠葛不必面对法律
天平严肃冰冷的审判，而是通过社会法庭这一
相对和谐温暖的方式得以解决。

燕燕（化名）自小娇生惯养，婚后和婆婆关
系紧张，经常为一些家庭琐事吵架，忍受不了夹
板气的丈夫小松决定和燕燕离婚。社会法官李
娜接受这起诉讼后，考虑到这对小夫妻之间的
矛盾原因是生活背景的差异、夫妻之间缺乏沟
通以及婆媳之间的代沟。于是，她邀请了有关
家属和社区调解员一同来到燕燕家，让亲属参
与调解工作。通过几次的沟通交流，燕燕的婆
婆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年轻人过于约束，不够宽
容。燕燕也意识到自己过于骄纵，愿意改正错
误，珍惜来之不易的姻缘。这起历时两年的离
婚纠纷案件，社会法官仅用两天就调解和好了。

同样的矛盾，中站区社会法庭还调解过很
多。2002年11月4日，老许的二儿子小金遭遇交

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2006年1月，老许获得
各项赔偿款共7.5万元。但是，2007年12月，老许
的8个儿女要求老父亲对这7.5万元中属于老母亲
（老许的老伴已于2005年去世）的那部分遗产进行
分割。社会法官赵拥军负责调解这起遗产纠纷
案。他通过走访社区邻居，了解到这不是简单的
遗产分割案，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激发家庭内部
矛盾，使冲突进一步扩大。原来，老许的子女是担
心将来家里的两处院落归继母所有，故借此遗产
之争向其表明心态。赵拥军对症下药，以老许现
在的老伴为突破口，做通工作，让她许下承诺，放
弃对老许个人房产的继承权。最终，老许与子女
达成调解协议，这场遗产风波终于落下帷幕。

社会法庭就是置身于社会基层的法院调解
法庭，上连基层法院，下接普通百姓。有法院法
官关于基本实用的法律法规知识的指导，又有
社会法官在基层老百姓中多年良好的人际和工
作关系，最能将“强法”和“柔情”结合在一起，有
效协调化解社会矛盾。截至 2012 年 8 月底，中
站区法院 8 个社会法庭共选聘社会法官 26 名，
调解各类案件 380件，经法院确认后全部履行，
为化解基层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玉杰）近日，周口市中级法院向社会
通报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十件实事进
展情况。该院今年承诺的政务网站群、
悬挂小黑板制度、立案大厅查询系统、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线电话等实事都
已经高标准完成；全市法院共走访企
业乡村、社区 586 件次，化解社会矛盾
160 多件次，救助困难群体资金 53 万
余元……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该院党组高
度重视十件实事的办理工作是分不开的。

加强组织领导。全市法院继续将
落实十件实事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作为“一把手”工程，严格落实责任，强
化督促检查，确保十件实事工作得到全
面落实。

细化任务分解。结合工作实际，对
十件实事进行逐条研究，制订详细具
体、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细化量化工
作标准，明确办理进度和时限，务求实
事办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加强督查检查。加强对十件实事
办理工作的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及
时研究解决办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推广好的经验做法，鼓励先进，批
评落后，推动全市法院十件实事办理工
作全面平衡发展。

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新闻媒
体，加强十件实事办理工作的宣传，使
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了解、积极参
与、大力支持、全面监督十件实事的办
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确保实
事办理工作的社会效果。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淮
司宣）淮滨县法律援助中心坚持以维护
群众利益为己任，以化矛盾、止纷争、解
民忧为目标，从解决人民群众最期盼、最
迫切、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入手，积极改善
和服务民生，不断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窗口
和便民服务网点建设，降低援助门槛，扩
大社会知晓率，狠抓服务质量，提高社会
满意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完善工作网络。该中心在加强规
范乡镇和工、青、妇、残、劳动等及军人
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基础上，不
断延伸法律援助触角，在法院、检察院
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室，在部门和企
业建立法律援助联系点，在村、街、社区
选聘法律援助联络信息员，实现法律援
助社会全覆盖；积极推行“一站式”法律
援助模式，着力打造“农村一小时、城区
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加强法律援
助窗口建设，实施“律师值班制”、“一次
性告知制”和“首问责任制”，积极争创

“人民群众满意服务窗口单位”。
降低援助门槛。对农村五保、城市

低保和社会残疾人实行无条件援助；对
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
律援助的，免予经济审查；并将涉农案件
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邻权、宅基地
使用权纠纷等涉及民生事项，列入法律援
助受案范围，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创新便民举措。通过发放法律援
助联系卡、法律援助指南手册、建立

“12348”服务平台、走村入户上门受理
服务等方式，进一步简化法律援助申请
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和手续，使法律援助
案件及时进入诉讼渠道；坚持把调解优先
原则贯穿于法律援助全过程，积极采用诉
前调解或和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十件实事
推进工作效果显著

社会法庭给力调解
上连法院下接百姓

平顶山公安便民服务新举措

车管所推出
叫号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