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岁老中医陈锦云教授，祖居川南，
世代行医，毕生精力研制陈氏-透骨去
痛贴，专治颈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该药是他偶然从治疗血栓疾病受到启发
研发而成的，把椎间盘突出物当做骨血
栓来对待，别人用药活血化瘀，他采用破
血清淤，中医反治，立竿见影，很多患者
只需 72 小时腿疼麻木就能减轻，原来躺
在床上不能动的一周就能翻身下床，一
个疗程，基本恢复行走能力。更有很多
严重做过手术的患者用后立竿见影，效
果出奇的好，完全出乎自己的想象。

刘先生2004年患腰4-5椎间盘突出、
骨质增生，腰腿疼痛麻木，行走十步就要停
下休息……痛苦之中，女儿买了”透骨祛痛
贴”次日麻木之处就有痛感，一周能走五六
里路，三个疗程完全康复至今没复发。

透骨去痛贴不能包除百病，专门针
对久治不愈的颈、腰椎键盘突出、椎体滑
脱、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等顽症凡颈腰椎
病疼痛、酸胀麻木、脚踩棉花、走路踉跄、
穿衣拿筷费劲者、头晕呕吐头痛者及腰
突不能正常行走者卧床不起、医生建议
手术者，使用此方物超所值，无需吃药打

针做手术，轻轻松松去除多年老骨病。
恢复正常生活愈后不易复发。特别是使
用其他产品效果不佳，久治不愈及术后
复发的老顽固性患者，很多患者花万元
治疗此病不如我千元之疗效。

良心产品，用疗效说话，专方治专
病，无需加热，干净卫生抗过敏。一个
疗程 20 天 8-15 盒。市内送货，外地免
费邮寄，药到付款。

骨病专线：0371-55020264
指定经销：郑州市东大街药房（市第一

人民医院向东200米路北）

不怕病重越重效果越快“双十一”疯狂抢购：买6送 2，10送 5，20送 12疗程购买并赠送价值298元自发热护具 良心产品，无效退款退药

“86岁老中医” 速治“颈、腰椎病”

本报讯“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执法
者更要自觉守法，打铁还要自身硬。”这是10月
20 日商丘市睢阳区干警在观看反腐廉政教育
片后，检察长武英给全院干警提出的要求。

武英结合加强自身监督和检察队伍建设的
实际，认真分析了当前检察队伍面临的形势、容
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检察官加强自身反腐倡
廉建设、自我预防犯罪六个方面的对策措施。
一是要学会感恩。要始终牢记党的关怀、人民
的托付，时刻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
民服务。做到两个更加自觉，即更加自觉接受
组织管理、更加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二是
要追求精神上的富有。三是要自觉学法。四是
要谨慎用权。要警惕和防范两种倾向：一种倾
向是把权力当作一种资源来“开发利用”，以权
谋私；另一种倾向是在工作中图清闲、不负责、
玩忽职守。我们所拥有的是有限的权力，无限
的责任；有限的工作，无限的服务。要在尽责中
服务，在服务中尽责。五是要防范诱惑。要做
到拥有激情保持冷静，拥有自信保持警惕，拥有
保障保持俭朴，拥有权力保持清醒，拥有自由保
持自律。六是要坚守制度。制度面前没有特
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要认法不认情，认理不
认势，认廉不认钱，毫不动摇，恪尽职守，遵守制
度，不打折扣。 （杨俊华）

多措并举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本报讯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与统计案卡
系统即将实现衔接运行，新乡市凤泉区检察
院案管部门日前切实加强对统计工作的指
导、协调和监督，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完整、
准确。

认真进行统计数据衔接对比测试，重新
修订统计工作管理办法。该院要求各业务部
门对录入系统的案件数据进行统计数据衔接
导入对比测试，对已经使用的统计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进行修改，确保该办法顺畅服务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

注重网上巡查，确保案件规范办理。该
院对正在办理的业务进行每日网上检查，重
点查看案卡信息是否完整、法律文书制作是
否规范、重要流程是否缺失、案卡信息与文书
内容是否对应，全面把握各类案件办案进度，
加强对办案期限的预警提示，着力实现统计
职能与案件管理监督职能的有机融合。

认真执行每日通报制度，保证各项数据
准确真实。每个工作日结束后，该院都会对
数据进行一次导入、审核，发现、总结系统与
软件并轨运行后存在的问题，探寻解决方

法。统计人员每天向各业务部门通报案卡填
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指导意见，提醒承办
人修正、补录案件信息，从源头上确保数据的
完整准确。

强化沟通协调配合，保障业务数据真实
有效。该院案管中心与各业务部门建立了信
息共享、双向对接等联动机制，及时将审核发
现的数据异常等情况进行双向反馈，确保统
计数据与办案实际的准确对应。（娄苑）

五项措施提高案件审查质量

本报讯为解决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等环
节衔接不畅，诉讼效率不高的问题，今年以来，新
乡市凤泉区检察院力求通过五项措施，加快办理
轻微刑事案件审查速度，保障轻微刑事案件犯罪
嫌疑人合法权益，减少判决前的羁押时间。

一是加强内外衔接。在内部，该院建立
由侦查监督部门牵头，捕、诉之间的信息交流
共享机制；在外部，该院促进侦、捕、诉机制的
衔接，加快案件的诉讼进程，节省司法资源。
二是建立案件审查分流机制，保证案件得到
及时优化处理。该院严格执行审查逮捕阶段
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制度，启动快速办理
程序，将案件分配给专人，实行案件繁简对口

分流，保证案件得到及时优化处理。三是简
化案件办理流程，缩短期限。对于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适用快速办理的轻微刑事案件，简
化制作审查逮捕意见书，将重点放在认定事
实的理由和处理意见上，最大限度加快办案
进度。四是慎用逮捕措施，缩短羁押期限。
该院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对无逮捕必要的轻
微刑事犯罪嫌疑人，依法积极采取取保候审
或者监视居住等相对轻缓的强制措施，确保
轻微犯罪嫌疑人免受羁押之苦，保障犯罪嫌
疑人的合法权益。五是探索刑事和解制度，
促进社会和谐。审查批捕环节，在充分考虑
被害人意见的前提下，对经审查认定符合和
解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
行调解，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作不予逮捕
决定。 （娄苑）

多渠道严守检察机关“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
高度重视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始终坚持办案
数量、质量和效果的有机统一，严守检察机关

“第一道防线”，所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无一
起不诉案件发生，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保障了
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是强化沟通联系，着力提高报捕案件
质量。该院采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座谈
会及提前介入等方式，不断加强与公安机关
的联系，使公安机关及时了解检察机关的执
法理念、工作重点，强化对逮捕条件的把握，
引导公安机关确定报捕案件范围，提高报捕
案件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二是逐案跟
踪制度，加强对批捕案件的动态管理。该院
加强对证据有瑕疵案件的跟踪指导，确保案
件质量。对批捕后原认定事实证据发生变化
的，及时撤销逮捕决定；对捕后当事人达成和
解的案件，减少捕后不诉案件的发生。对社
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坚决从快
批准逮捕。对证据条件暂未达到法定逮捕条
件要求的，依照现有证据作出不批准逮捕决
定，证据充分后要再次提请批准逮捕。三是
完善办案信息共享机制，着力强化捕诉衔
接。将所办理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等
问题，特别是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分析等情
况在《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中详细写明，并
与《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等文书及
刑事和解工作进展情况一并提供给公诉部
门，为准确把握逮捕条件、科学评估审查逮捕
案件质量提供参考。 （娄苑）

本报讯 近年来，邓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立足本地工作实际，把查办和预防涉农领域职
务犯罪作为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不断
深化和延伸反贪工作职能，为促进邓州市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是注重更新工作理念。为实现“成绩靠
前，排名靠前，服务大局成效也要靠前”的工作
目标，该院党组积极调整工作思路，创新性地提
出了推行检察长责任化、工作制度化、服务全员
化、活动常态化和成果最大化的“五化”工作要
求，为检察机关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组织保障和制度保
障。二是注重选准查办重点。该院反贪局结合
本地区工作实际，把涉农惠农职务犯罪案件作
为查办重点。 2012 年以来共查处涉农惠农贪
污贿赂犯罪案件26件37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
失 1600 余万元。三是注重维护农村稳定。充
分发挥执法办案在化解矛盾中的基础性作用，
稳妥办理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对一些犯罪情节
轻微、犯罪数额较少、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村干
部，从保障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依法取保候
审，有力地维护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四是
注重加强调查研究。结合执法办案实际，积极开
展调研工作，撰写了《关于查办征地拆迁领域贪
污贿赂案件情况的报告》、《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的特点、手段及预防对策》等多份报告，为党委政
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孙元哲王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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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初，在确山县某水泥厂院
内 ，王 某 驾 驶“ 东 风 ”牌 重 型 自 卸 货
车，在水泥厂拉完水泥熟料启动车辆
准备出发时，没想到尹某正骑着电动
车从车辆右侧经过，司机王某并没有
看到这一幕，直接启动了大货车并向
右转弯，结果将尹某撞倒在地，并碾轧
过去，导致尹某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

近日，确山县法院判决王某犯过失
致人死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在非公共道
路驾车，因疏忽大意致一人死亡，其行为
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王某认罪态
度较好，可从轻处罚。对于王某的辩护
人提出的王某有自首情节的意见，因没
有相关证据印证，法院不予采纳。

法官提醒，大货车在转弯时，后轮并

不是沿着前轮的行驶轨迹，其产生的“内
轮差”，极易形成大型车辆司机的“视觉盲
区”。即汽车的前部虽然已经通过，但是
汽车的后部却撞到障碍物、行人，这就是
忽视“内轮差”的结果。因此，非机动车或
者行人步入内轮的“视觉盲区”范围后，产
生的危险增大。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发
生，大货车起步转弯要鸣笛并巡视车身；
骑车人或行人也要与这些大车保持“安全
距离”，至少在1.5米。 （记者 陈磊 特约
记者朱剑锋通讯员 方光璞）

货车司机疏忽大意
“视觉盲区”撞死人

今年4月28日20时，张某骑二轮电动
车沿浚县城区黄河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
行驶时，撞到机动车道内某通信公司浚县
分公司使用和管理的通信窨井后摔倒致
伤。之后，张某被送至浚县人民医院治
疗，经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5月1
日，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住院期间花去
医疗费6010.60元。

事故窨井位于机动车道上，其周围路
面平坦，窨井上沿高出路面7.5厘米，窨井
四周有水泥涂抹，部分部位开裂缺失。

近日，浚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某
通信公司浚县分公司承担原告 30%的赔
偿责任，赔偿张某亲属82935.1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受法律保护。张某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
上行驶，撞到突出路面的通信窨井致死。
事故窨井所属的通信公司虽然在窨井周
围涂抹有水泥，但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
事故窨井照片看，窨井盖及周围水泥仍有
残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窨井等地下
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
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受害人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骑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撞上
窨井，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
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
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
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
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因此，张某
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法
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春英）

受害人也有过错
张某骑着二轮电动车不幸撞到窨井致死，管理单

位最终只承担了30%的赔偿责任，其中有何缘由？

检察长为干警上廉政课

立足办案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货车司机在启动一重
型自卸货车时，由于“视觉
盲区”撞伤从其车身旁边
经过的骑电动车女子，后
女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对
于一时的疏忽，货车司机
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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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伤人窨井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