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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看法院系列报道之三代表委员看法院系列报道之三

这是一个深化改革的时代。这几年，我多次
受邀参加省法院和各级法院的工作评议、监督，
并连续两年被选为网络监督员，深切感受和体验
了省法院的锐意改革创新。

正是改革精神让省法院工作很接地气。法
院的工作思路和部署，紧密联系河南实际和中原
经济区建设，为大局提供了良好的司法保障。尤
其是万名法官回访、社会法庭、大接访等很多举
措，体现了司法公正、司法为民。

正是改革精神让省高院工作很有生气。“决
不让老百姓打不起官司”，为来郑的贫困当事人
提供免费食宿；“决不让农民工吃苦流汗又流
泪”，通过“绿色通道”、“曝光老赖”强力为农民工
讨薪……推出法律文书上网、网评法院、社会法
庭、公民自由旁听、公民陪审团、豫法阳光微博
等，均开全国先河或在全国领先，一股司法公正
透明的新风扑面而来。

正是改革精神让省法院工作很有人气。一
说到省法院讨论、听证、采访报道，无论是媒体记
者还是代表、委员，热情都很高，大家发自内心愿
意为务实创新的省法院献计出力、加油鼓劲!

正是改革精神让省法院有一种勇气和锐
气。标榜自我批评易，真正实践起来难。法制监
督是社会公正的前提，而司法的自我监督则是公

正司法的必需。我感到，在这方面，省法院一点
也不“叶公好龙”。赵作海案后，省法院推出“错
案警示日”，要求警钟长鸣。“眼花法官案”后，省
法院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自我开刀之
下，全省法院系统处理出错犯罪法官的力度，全
国罕见。不花拳绣腿，不巧言令色，刀刀必见血，
件件成规制。

我既不个人崇拜，也不奉承哪个领导。但想
到省法院院长张立勇，眼前总是他在人大作报告
时底气充沛、台下代表由衷热烈鼓掌；他站在赵
作海跟前鞠躬道歉；他把一沓沓讨还的钞票亲手
交给农民工；他来到立交桥下请司法访民到法院
安排地点吃住；他面对媒体记者、代表委员，从不
坐着讲话，而是出于尊重站在座位边，像个长者
一样亲切谈心……他个头不高，但在我心目中形
象威武。

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提高司法公信力，才能真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美丽中国需
要公平正义，美丽中原拥抱“阳光司法”。司法创
新，砥砺前行，不懈不止。作为新闻人和政协委
员，我愿和你一路同行、风雨兼程。

（整理/ 首席记者 吴倩）

司法创新 不懈不止
□省第十届政协委员、河南日报新闻评论部 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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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1021 感受新郑“网上法院”
在新郑市法院观音寺法庭采访，让我耳

目一新的是法官手提电脑中的“新郑市人民
法院桌面办公系统”。打开该系统中的监控
平台，可以清楚地看到审判法庭、办事大厅、
院内外共7个摄像头监控到的画面，有的画
面还能够听到声音。

新郑市法院办公室主任宋国玮介绍，
2012年以来，新郑市法院全面加强信息化建
设，打造了融合面部识别门禁、即时通讯、综
合监控、电子卷宗管理、绩效评价、人事管理
等为一体的桌面办公内网系统，实现了“四
联三通一同步”，即联接法院、联接法庭、联
接审判庭、联接大屏幕，互通文件、互通语
音、互通视频，所有信息同步上传到内网平
台，实现了信息互通共享、全面公开，提高了
办公效率，提升了法院管理水平，更好地服
务群众诉讼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观音寺
法庭的监控系统，与院机关及审判庭的监控
融为一体，形成综合监控系统。法院还通过
安装远红外线报警系统，监控基层法庭安全

状况。一旦出现安全隐患，系统立即远程报
警提示，100 多台办公电脑的页面也会出现
页面抖动等相关提示，院机关会立即启动安
全应急预案，迅速处理突发事件。

除此之外，法院干警 100 多台办公电脑
上均能通过软件实现即时通讯、视频会议，
轻松实现通知会议、公文批转、电子签章、部
门联络等任务。利用该系统，每个干警通过
自己的电脑都可以看到各个审判庭的实时
情况，听到来自审判庭的声音，实时观摩法
庭。偏远的法庭，也可以通过该系统上传法
律文书，获得审批并完成电子签章，最后，经
过审批和签章的法律文书也可以通过法庭
新配置的打印机打印出来。

作为该办公系统的一部分，新型电子卷
宗管理系统也初步建立起来。目前，已经录
入2011年以来的8000余份电子卷宗，方便当
事人查询案件信息和法官调阅卷宗，提高了
卷宗利用效率。

在立案大厅和办公大厅等地点，法院安

装有高清多功能触摸屏幕，轻点屏幕可以看
到法官通讯录、诉讼风险、案件信息查询和
庭审直播等板块，除依照法律不能公开的案
件，诉讼群众只需输入基本信息，即可查询
案件进度、庭审活动、裁判情况信息，满足人
民群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刚刚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全国政法机关着力提升

“五个能力”，其中之一就是科技信息化应用
能力。新郑市法院在信息化建设中作出的
这些尝试，连正在参与该办公系统完善升级
的国内某知名软件开发企业的工程师都说，
新郑市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在信息化中许多
想法和要求都是超前的。法院的需求和软
件企业的结合，打造的是信息化的法院，也
可能是未来法院的新模型。

“今天，贺恒扬副检察长一行专门来到驻马
店，就是让在座的各位代表全面了解检察工作，
征求大家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欢迎大家发言。”1月10日，在省检
察院与驻驻马店市的省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
驻马店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庆照直入正题。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贺恒扬，
省检察院巡视员石凯，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苗
炳启以及驻驻马店市的 30多名省人大代表出
席了当天的座谈会。

“我代表省检察院就近 5年的检察工作作
一个简要通报……”省检察院巡视员石凯首先
向省人大代表汇报工作。现场，30多名省人大
代表有的全神贯注听报告，有的挥笔急速记笔
记。

20分钟后，汇报完毕。下面，该人大代表
发言了。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实施。
其中规定刑事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但是市
检察院案件多人员少，很多案件得不到及时审
理，希望今后增加人员编制。”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李其宏说。

“作为一名文艺界的代表，通过今天的座
谈会，我了解到检察干警非常辛苦。今后，我
将通过文艺的形式为你们歌功颂德。”驻马店
市戏曲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演员李秀荣说。

到这时，座谈会的氛围一下子高涨起来，
发言者越来越多。有充满人情味的表扬，有严
肃的提醒，有诚恳的建议。

“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过程

中，希望市检察院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
子的不同情况，严格把握，区别对待，特别是初
犯，应给予宽大处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
谐因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驻马店分行副行
长姬飞燕说。

“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参加今天的座谈会
我非常高兴。现在很多农村老百姓根本不知
道检察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希望检察机关加大
宣传力度，尤其要加大在农村的宣传力度。”确
山县石滚河镇赵楼村村民周海龙说。

聆听了人大代表的发言后，贺恒扬说：“对
于人大代表们刚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
让百姓了解检察工作的建议，我觉得提得非常
好。我们将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
进。”

寒冬，挡不住他们的热情
省检察院与驻驻马店市省人大代表座谈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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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源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原鹏）1 月 10 日，济源市 2012 年
度“一创双优”集中整治活动总结暨
2013 年度“一创双优”教育活动动
员大会召开。会议对该市 2012 年
度“一创双优”集中整治活动作了全
面总结，对 2013年度“一创双优”教
育活动作了具体安排部署。济源市
委书记何雄在会上指出，有针对性
地解决“一创双优”活动中发现的突
出问题，严肃查处公职人员损害发
展环境等问题，为济源率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三化”协调
发展先行区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由济源市市长王宇燕主
持，济源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家
平对 2012 年度“一创双优”集中整
治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并通报相关
典型案例。济源市委常委、市委政
法委书记薛玉森通报了政法系统查
处的损害经济发展环境典型案例。

何雄指出，济源要发展好，必须
把发展环境搞好。经过 7 年的“一
创双优”活动开展，济源的基础设施
环境不断改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政务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等也
正在改善。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与
外来企业的期望相比，济源的发展
环境还有一定差距，存在不能站位
全局、服务意识淡薄、行政效率低
下、政策支持僵化、工作作风麻木、
社会氛围不浓等问题。

何雄要求全市上下增强责任
感、危机感、紧迫感，牢牢树立抓环
境就是抓发展、抓环境就是抓项目
的思想，以扎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进
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要突出政务环
境这个重点，抓住行政效率这个关
键，构建社会风气环境这个载体。
要严肃查处公职人员损害发展环境
的问题；要严厉查处中层干部吃拿
卡要的问题；要严厉查处机关干部
满浮散懒庸的问题；要重点解决项
目进展缓慢的问题。

济源市委书记何
雄在该市召开的“一创
双优”大会上要求

严查公职人员
损害发展环境问题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赵蕾）近
日，省司法厅向各省辖市司法局、
省监狱管理局、各直属单位、厅机
关各局处室下发了《河南省司法行
政系统2012-2013年政风行风评议
整改方案》。

方案中整改的主要内容涉及
司法行政业务的方方面面：各级司
法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执法不公、推诿扯皮等问
题，狱所务是否按要求公开，法律
服务行业人员是否存在乱收费现
象等。

据悉，2013 年年底前，省司法
厅将对2012-2013年政风行风建设
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对位居当地前
5 名和系统前 3 名的省辖市司法局
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给予记功，对
考核优秀的单位给予通报表彰；对
位居当地25名以后的，取消系统内
综合评先资格；对位居当地后 3 名
和连续两年被列为重点评议对象
的，取消系统内所有评先资格，并
由厅党委建议当地党委、政府调整
其主要负责人岗位。

《河南省司法行政
系统2012-2013年政风
行风评议整改方案》下发

做得好 记功
干得差 批评

我国基层关工委组织
有91万多个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3 日从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获悉，截至
目前，全国已建立基层关工委组织
91万多个，不少地方已形成省、市、
县、乡四级关工委组织网络，有的还
向楼院、村屯延伸。

据介绍，在基层组织覆盖面进
一步扩大的同时，由老干部、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

“五老”队伍也不断发展，全国总人
数已达1250多万。“五老”是各地关
工委开展工作的依靠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