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20142014//0404//1515 E-mail:hnfzbbjb@126.comHENAN LEGAL DAILY
政法前沿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王 东东 校对校对 孟杰曼孟杰曼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
讯员 周立峰）今年以来，平顶山市委
政法委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进一步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机制，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着力
推进信访积案化解，督促指导各地
各部门解决了一大批信访案件，有
力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促进当事人合理诉求的解决
和案件的有效化解，从3月1日开始，
由平顶山市委政法委、市信访局班子
成员和县级干部带队，抽调人员组成
10个督查组，深入各县（市、区）和市
直各重点部门，督促指导疑难信访案
件的办理。目前，58起疑难信访案件
已有53起得到妥善处理。

为促进合理诉求的解决，方便
群众来信来访，平顶山市委政法委
进一步完善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机制，强化了工作措施的落实。对
交办的每起信访案件，市、县两级
政法部门都确定一名领导作为包
案领导作为办理案件的直接责任
人，对重大疑难案件坚持做到全面
听取汇报，与案件承办人和当事群
众见面，深入、客观了解案件情况，
全程督办到底，确保化解质量。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李继玲）为切实提升机关党员干部
群众路线理论素养，3月19日以来，
郑州市委政法委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连续3周高密度安
排学习教育活动，机关全体党员隔
日一集中学习，机关各支部每日一
课题研究，通过连续性学习教育活
动，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在扎实做好理论学习引导的同
时，活动领导小组紧紧围绕学习焦
裕禄精神这个重点，主动联系省委
政法委、市活动办和文化宣传教育
部门，广泛搜集各个时期宣传焦裕
禄事迹的电影、录像等视频资料进
行收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加
深了机关全体党员对“为民务实清
廉”的理解。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
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
政治素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切实
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根植
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做焦裕禄
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日前，西峡县法院法官走村入户，对“三留守”人员进行定期走访，为他们排忧解
难。在了解年近古稀的张大娘独自一人在家，做饭烧火还需上山拾柴时，法庭干警一
起凑钱购置了液化气罐和炉灶送到大娘家里。图为昨日西峡县法院西坪法庭干警帮
张大娘调试液化气。 记者王海锋通讯员王晶雅薛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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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法院

4 月 14 日，平舆县法院执行局
局长陈杰带领执行人员来到辛店乡
博庄，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做
调解工作。陈杰通过到田间测量、
计算和调解，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
和，一起相邻责任田纠纷案得到执
行和解。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
锋通讯员冯雪峰 摄影报道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要充分认
识做好今年信访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时刻保持不松懈、不麻痹、不
动摇，切实把信访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勇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省辖市“十连冠”。
4 月 10 日，三门峡市委副书记郭绍伟在全市
信访工作会议对今年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工
作目标。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易树学

主持会议。
近日，三门峡市被授予“2013年度全省信

访工作责任制考核先进省辖市”，这是该市连
续 9年被省委、省政府授此称号，在全省也属
唯一。卢氏县、灵宝市被授予“2013年度全省
信访工作责任制考核先进县(市)”称号。

郭绍伟说，要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全力
以赴做好今年的信访工作。以构建“访信网

电”一体化平台和推行阳光信访为重点，着力
畅通信访渠道；以解决集体访、重复访和非法
上访问题为重点，着力推进“事要解决”；以加
强基层基础工作为重点，着力强化源头预防；
以严格责任落实和查究为重点，着力规范信
访秩序；以为民务实清廉为重点，着力加强信
访部门作风建设。要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确
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宋云
玲）4 月 10 日下午，开封市司法行政工作会
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詹玉锋
出席会议并讲话。

詹玉锋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2013 年全
市司法局取得的突出成绩。他说，2013 年，
开封市司法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以构建和谐开封为目标，以“抓用人凝心
聚力、抓管理科学施策、抓重点整体推进、抓
教育提升素质、抓奖惩激发活力”为主线，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在务实
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在改革中发展，各项
工作在 2012 年全省排名第三的基础上，2013
年取得全省总评第一的好成绩。

对于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司法行政
工作，詹玉锋要求全市司法行政干警和广大
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坚定信心，忠诚履职，务
实苦干，为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又好又快发
展，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4 月 14 日，周
口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谢海洋到周口
市中级法院调研，在院长张明山等人的陪同
下参观了该院职工健身房、文化长廊、立案大
厅、审判流程、荣誉室、荣誉长廊等。

在会议室，谢海洋认真听取了张明山对法
院工作的汇报。谢海洋说，通过观察，他感觉
到了法院工作中的“四个一”的办案理念（办理

一个案件，挽救一个家庭；办理一个案件，救活
一个企业；办理一个案件，发展一方经济；办理
一个案件，稳定一个地方）。这“四个一”的办
案理念就是把人民当主人、对人民尊重、让人
民满意，是真正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

关于法院下一步工作，谢海洋说，在工
作上水平上再下功夫，认真落实好中央对
政法工作的三大任务职责，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在执法规范上、制度建设上再下功夫，
对基层法院加强指导、监督，严格依法办
事，让涉法涉诉存量减下去；在队伍建设上
再下功夫，在重教、严管、厚爱上再下功夫，
以市委名义下发一个加强队伍建设的意
见，就如何保障好、支持好政法工作、服务
好政法队伍建设将作出明确规定。

开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詹玉锋在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要求

务实苦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门峡市委副书记郭绍伟在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

抓好信访工作 勇夺“十连冠”

周口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谢海洋在周口市中级法院调研时强调

“四个一”理念办案 让人民满意

关关
爱爱
﹃
三
留
守
﹄
人
员

凑钱购置液化气灶具 送到留守老人家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4月9日11
时许，在武陟县法院沁北法庭内，法官
宣判完毕后，原告席上的妇女在代理人
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两眼落泪，一个劲
地说：“谢谢法官，谢谢法院……”

这名妇女叫赵小燕（化名），焦作
市宁郭镇人，2013 年 4 月被两辆机动车
先后撞轧受伤致残。2013 年 10 月 31
日，赵小燕到法院提起诉讼。沁北法

庭立案人员在和赵小燕交谈中，得知
赵小燕的爱人常年在外打工，是典型
的留守妇女后，当即决定按照武陟县
法院对“三留守”人员特设的“绿色通
道”，当天办理了立案手续。

此后，法庭依然按照“绿色通道”
程序，调解未成后，对赵晓燕的伤情进
行鉴定，并于 2014 年 4 月 9 日开庭判令
被告赔付赵小燕各项费用 28万余元。

“绿色通道”审结快 感动留守妇女落泪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员 简
立存 黄涛）“今天终于拿到了 8 万元血
汗钱，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法官。”从信阳
市中级法院院长张社军手中拿到执行款
时，光山县农民李霞激动地说。

据了解，为更好地保护“三留守”人

员的合法权益，信阳市中级法院按照省
高院的统一部署及时启动保护“三留守”
人员专项活动，多措并举，务求实效。自
活动开展以来，信阳市两级法院共受理
涉及“三留守”人员案件204件，审结、执
结案件124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多措并举 保护“三留守”人员合法权益

（上接01版）该院抓住时
机，由案内转向案外，一方面派
工作人员到崔某家做解释疏导
工作，并先后为其送去 4000 元
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又协调其所
在政府将其列为低保对象；另一
方面引导双方达成 4 万元的补
偿协议，并签字表示不再上访，
这起信访积案得以圆满解决。

据该院副检察长司如忠介
绍，西峡县检察院在档案管理工
作立足“充分利用”这一出发点
和归宿点，从细处入手，注重在
制度上“全”面、配备上“精”良、
归档上“严”格、应用上讲实

“效”，档案为案件服务，案件为
档案增色。

该院档案在归档过程中严
把四关：严格拟稿用品，笔墨纸
三统一；严格审稿程序，所有文
稿坚持个人拟稿，处室负责人核
稿，领导审批签发；严格印刷质
量，从撰写、核对、排版及字体字
号的选择，都要按规范化要求；
严格归档手续，所有文书、文件、
文稿都要整齐完整，装订规范，
登记造册，办理移交手续，对缺
页、烂页、装订不齐等必须重写
重补重整后方可归档。

“到西峡县检察院查阅案
卷，鼠标一动，轻松搞定。检察
院档案管理工作获得‘2013 年
河南省规范化档案管理省特级
认证’当之无愧！”经常到该院查
阅资料的律师张有成说。

2009 年以来，该院通过查
阅诉讼档案、调取相关证据材
料，化解信访积案 5 起，确认
犯 罪 嫌 疑 人 构 成 累 犯 的 56
人，存在遗漏罪行的 19 人，追
诉漏犯 31 人，维护了法律的
尊严和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