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责任编辑 张书锋 李晓玉 校对 王俊
E-mail:hnfzbzzz@126.com10 HENAN LEGAL DAILY

省会政法
2013/01/14

案件传真

郑州市委政法委
郑州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河南法制报社

联
办

基层连线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崔秋景）为
把检察力量真正沉下去，实实在在服务基
层，2012 年，巩义市检察院积极构建三级网
格化检察监督服务社会管理新格局，将检察
职能延伸到该市 21个镇(街道办、园区)，323
个村、社区，以及 7500 多个工业单位和 106
项政府重点投资项目，真正实现了检察职能
全覆盖、联系群众无缝隙。截至目前，该院
已通过检察网格化监督手段，协同各有关部
门排查出各类问题 616项，化解矛盾纠纷 49
起。

立足实际
建立三级网格化监督

“七山一水两分田”，是巩义市当地对巩
义地形、地貌的概括。村镇、社区和众多工
业单位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长寿山等多个山
区和黄河两岸之间，面积大、地形复杂、流动
人口多，社会管理和服务任务十分繁重。经
过长期摸索，巩义市检察院研究出了检察职
能三级网格化覆盖的做法，即镇、街道办为
一级大网格，社区、村为二级中网格，楼院、
村民小组和生产经营单位为三级小网格。
他们共建立一级网格 22 个，二级网格 315
个，三级网格 3075 个。全院领导和干警通
过设置专职信息员、巡查走访、每户发放检
民联系卡等方式，融入区域内三级网格中，
职责范围明确，落实到人。此外，该院还设
立网格化管理中心，负责网格化管理工作的
指挥、协调、处置、转办和督察。对跨网格的

重点政府投资项目，该院还特意设计了特派
员制度，派出由领导班子成员带队的 6个驻
村工作队，并在产业集聚区(镇)设立检察联
络站。“我们的检察干警和每一个村、每一个
社区乃至每一户居民都结了‘亲戚’，这样，
凡是在检察职能范围内的都能管到。”该院
检察长陈宏钧形象地说。

监督与预防相结合
净化经济发展环境

巩义市在 2012 年规划了 106 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达 676.6 亿元，其中有 61 项在
2012 年内开工建设，如投资 80 亿元的恒星
光伏、投资 45 亿元的大唐巩义 2x60 万千瓦
发电机组等。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也成为
该院网格化监督的重点。 依托网格化检察
监督服务社会管理模式，106 个重点项目都
有责任检察干警开展“一对一”的预防和监
督。为了能够抓住每一项重点工程建设的
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开展有效的监督和预
防，该院要求检察一级网格、二级网格负责
人以及跨网格特派员必须熟知本人负责的
所有项目情况，及时对项目建设中执行法律
法规、廉政制度情况进行检察监督，对易发
生职务犯罪环节和出现的违法违纪苗头开
展预防，提出检察建议。

除了监督重点项目，巩义市检察院还
对全市 7500 多家企业开展预防服务工作，
不断优化当地经济发展环境。该院规定，下
沉网格的责任检察干警对危害企业健康发

展的围门堵路、破坏生产经营的犯罪、盗窃
等刑事犯罪，涉及企业经营的金融诈骗、职
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经济犯罪，行政执法部
门和经济监督部门利用行政审批等职务之
便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贪污渎
职的犯罪，必须及时上报院网格化管理中
心，及时快速办理。

网格化监督服务
是一座与老百姓沟通的桥梁

2012 年 9 月 20 日，随着几声提示音响
起，巩义市检察院网格化管理中心的信息平
台上跳出了三级网格检察联络员发来的一
条信息:“玉皇庙村民就村委到法庭应诉一
事发生纠纷。”两分钟后，检察二级网格下沉
干警张晓鹏手机上就收到了管理中心发来
的紧急呼叫:“立即前往协助相关部门共同
解决。”原来，该村原村集体企业永安煤矿停
产整顿数年，经营期间财务管理混乱，村委
会因该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身陷两场官司，
村委的账户冻结，村务无法正常开展，群众
矛盾很大。在检察院的建议下，镇党委对该
村账目进行了全面审计，涉嫌 200多万元被
违规挪用，要求相关经手人限期说明，不能
合理解释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检察网格
化监督服务社会管理工作架起了检察官与
群众的桥梁以来，检察官接到所负责网格中
村委、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的电话，都会从法
律咨询、普法宣传、指导调解、监督社区矫正
到参与矛盾调解、犯罪预防。

每个乡镇“三个点”
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李亚冬 赵锡
正）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涉农审判
工作，有力维护辖区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2012年，荥阳市法院开展了司法为民“三个点”
活动，即在每个乡镇设立一个巡回审判点、一
个人民调解联络点，确立一个法律服务帮扶
点。截至 2012年 12月底，荥阳市法院共开展
巡回审判25次，在巡回审判过程中共审结案件
23件，其中调解结案 20件；共到法律服务帮扶
点开展帮扶活动 5次，为帮扶点解决实际问题
14件。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荥阳市法院的法官经
常深入田间地头或农民家中了解情况，利用中
午和晚上的时间开庭审案，既不影响农活，又
利于案件的调解结案。各法庭定期或不定期
在各乡镇设立巡回审判点对案件进行巡回审
理，并把庭审和调解现场设在当事人家里、田
间地头、村委会办公室等地，既方便了农民诉
讼，减少农民的诉讼负担，又宣传社会主义法
制，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荥阳市法院还与荥阳市司法局多次召开指
导人民调解工作协调会议，就指导如何开展人
民调解工作，如何加强法院与司法局在人民调
解工作中的相互联动、有效配合进行了充分的
探讨和研究，达成很多方面的共识，并联合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管理
的若干意见》。各人民法庭积极行动起来，进一
步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

在开展和谐建设法律服务帮扶活动中，荥
阳市法院在各帮扶村设立了帮扶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各法庭庭长和各村党
支部书记担任，成员由法庭审判员及帮扶村

“两委会”主要成员担任，按照法院《“三个点”
工程工作方案》要求，各法庭积极到各帮扶村
开展帮扶活动。他们指导帮扶乡村召开村民
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涉及全体村民
重大利益的事项；建立法庭与帮扶村涉法问题
联系、沟通、解决机制，对涉及农作物种植、农
产品购销等纠纷和因为劣质农用物资造成损
害的纠纷和涉及农民人身权益受到损害的纠
纷，法庭派人及时进行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
及时收案、及时审判、及时执行；对帮扶村出现
的村民矛盾正在激化的纠纷，各法庭及时派人
到现场做工作，使多起矛盾纠纷得以平息，避
免出现恶性事件。

1 月 10 日，新郑市法院巡回审判法庭法
官到辖区当事人家中回访，及时解决反映问
题，确保结案社会效果。

记者张书锋通讯员 荆建勋摄影报道

1 月 6 日上午，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长
朱洪建一行赶到新密市甘寨村，看望两位生活
困难的老人，送上了过年要用的米面油,并帮
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记者 张书锋 通
讯员申建中 方亚娟摄影报道

酒后无端生事
法院判决赔偿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孙文
娟）张某酒后无端生事到别人店内砸东
西，老板劝阻，还将老板打伤。1月8日，
巩义市法院审理了该案，张某因犯寻衅
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缓刑一
年。

40岁的张某系安徽省人，现居住在
巩义市米河镇。 2012年 5月 12日 21时
许，张某浑身酒气，骂骂咧咧地进入巩义
市米河镇益民路的小吃店内，吆喝着让
老板出来。因为当时店内有些忙，店员
没能及时招呼张某，张某大声谩骂并将
桌子掀翻。这时，老板王某赶紧上前招
呼：“别生气，这会儿生意有点忙，你想吃
点什么我帮您点。”可张某借着酒劲不予
理会仍砸摔东西。王某上前阻拦 ，张某
将王某打伤，又将店内的冰激凌机器等
物品砸坏。店员赶紧报警，这才平息了
这场风波。经巩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
术室法医鉴定，王某的主要损伤为软组
织损伤，已构成轻微伤。经巩义市价格
认证中心鉴定，冰激凌机等财物被损坏
所造成的损失价值为 3462元。案发后，
张某已赔偿王某的经济损失。

巩义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随意
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并任意损毁他人财
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

光纤网线致人伤
所属公司应担责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荆建
勋 范永慧)光纤网线伸“触角”，挂倒路
人高某，致使其受伤。因光纤所属的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某支公司最终
没能给个说法，高某将该支公司所属分
公司诉至法院。1月7日，新郑市法院调
结这起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件。

2012年 9月 17日，高某骑车到新郑
市八千乡办事，走到该乡计生服务中心
门口时，一不注意被伸出线杆的光纤网
线挂倒。后经医院诊断，高某左额叶脑
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后
高某找到光纤网线所属的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某支公司索赔，但该支公
司以各种借口拒绝赔偿。

新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责任认
定，高某、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某
分公司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某分公司系光纤网线的所有
人、管理人、同时也是公共场所管理责任
人，负有及时注意检查、完善、管理职责，
以致光纤网线不妨碍交通、不伤及路人，
否则，发生肇事，理应在法定责任范围内
担责；高某作为成年人，对行路安全也应
尽到自身合理防护和保护义务，因疏忽
大意而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对损害后果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在分清责任的基础
上，法官释法析理，耐心调解，终于使双
方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某分公司赔偿原告高某
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8000
元，高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检察职能全覆盖联系群众无缝隙
巩义市检察院构建三级网格，延伸监督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