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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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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井春冉 通
讯员 杨帆 赵艳涛）3月20日，省委省直工委
检查调研组李恩东书记一行，到省高级人民
法院检查《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省委《〈中
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贯彻落
实情况，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情况进行调研。

检查调研组认真听取了省高院贯彻落
实《条例》和《实施办法》的情况汇报，就党建

工作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将检查调研情况向
省高院党组进行了反馈。省高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立勇主持会议，省高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田立文代表党组汇报了工作情
况。省高院在郑的党组成员、副院长，省高
院机关厅级干部、审委会委员、各党支部及
党总支负责人参加了汇报。

组长李恩东指出，这次检查调研是适应
中央、省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落实中
组部关于《条例》检查和省委关于从严治党
调研安排部署的一次重要举措。通过检查

调研、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摸透实情，有针
对性整改，把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全面提升党建水平。

张立勇要求要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继
续认真贯彻落实《条例》以及省委《实施办
法》，坚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贯彻落实从严
治党八点要求，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全省法院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为推进“四个河南”建设、加快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让中原更加出彩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 3 月 20 日下午，安阳全
市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在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五楼西会议室召开，
会议对 2014 年全市法院审判监督
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回顾，对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对 2015
年审判监督工作任务进行了细化分
解和安排部署，特别是对暂予监外
执行等重点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

安阳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常
树军强调，审判监督工作是审判工
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地位重要、责任
重大，审监法官要以积极努力的工
作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一要坚持
依法纠错和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并
重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各类再审案
件；二要认真查摆再审审理中存在
的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办法；三要强化审限意识，扭
转再审案件审限普遍较长的局面，
一般情况下不再延期审理；四要从
严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件的实体条件和审理程序，避免出
现社会反映强烈的“有权人”、“有钱
人”罪犯服刑短现象，杜绝此类罪犯
法外“受益”。（雷平 程亮）

本报讯 3月 19日下午，兰考县
2014 年度“感动兰考”人物颁奖盛
典隆重举行，兰考县人民法院法官
闫胜义荣获“感动兰考”人物称号。

组委会的颁奖词这样评价闫
胜义，“你的平凡像一滴水，你的踏
实像一座山，你那双睿智的眼睛闪
耀着人民法官的威严，你那公仆情
怀与人民的利益血脉相连。你头
上国徽闪耀，你脚下泾渭分明，你
的心中装着神圣的天平”。

闫胜义坚守基层法庭28年，坚
持巡回审判，审结各类案件2600余
件，无一发改、无一错案、无一上
访、无一矛盾激化。他以一名基层
法官的实际行动，弘扬、践行着焦
裕禄精神，他的先进事迹感动兰
考、感动中原，被授予“学习弘扬焦
裕禄精神好干部”、“全国优秀法
官”、“最美基层干部”等荣誉称
号。 （孙岩魁）

▲为进一步提高司法警察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应新形势
下服务审判执行工作的需要。春节过后，渑池县人民法院法警大
队积极开展春季大练兵活动。通过大练兵活动，警队的综合素质
得到明显提升，展现了司法警察队伍良好的精神风貌。

张治军王志民摄影报道

省委省直工委到省高院检查调研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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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严
厉打击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等犯罪行
为，内乡县人民法
院采取多项有力措
施 严 厉 打 击“ 老
赖”，收到良好的社
会 效 果 。 截 至 目
前，该院共执结各
类涉民生执行案件
31 件，实际执行到
位金额近百万元，
并将执行款及时发
放到申请人手中，
受到许多申请执行
人的称赞。

杨桂东冯云虎
摄影报道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实习
生 李冉 通讯员 陈荣娜 芦萍）“我
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
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隐
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3 月 23
日，在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产
业集聚区法庭，一起交通事故案
件的证人李先生在一份证人保证
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魏都区人民法院在新的民诉
法解释颁布之后，首次施行证人
出庭作证签署保证书制度。据该
院领导介绍，今后，证人保证书制
度将会成为该院审判过程中的一
种常态。

2015 年 2 月 4 日，新的民事诉
讼法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其中明
确规定：人民法院在证人出庭作
证前应当告知其如实作证的义务
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并责令
其签署保证书。

3 月 23 日，魏都区人民法院产
业集聚区法庭审理一起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此案的原被告均骑
电动车在道路中央发生相撞，因
事故发生时为阴雨天气，事故地
面痕迹无法勘查，现场又无视频
监控，交警部门在勘查现场后，出
具《交通事故证明》，证明交通事
故原因无法查清，不能划分责任，
并建议双方到法院进行民事诉
讼。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李先
生（系事发当场见证人）出庭作
证。

鉴于此案证人所起的重要作
用，为最大程度保证证人证词的
真实度，该案主审法官在告知李
先生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后，责令其签署“证人保证书”。

让出庭证人签署保证书，明确
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使庭审行
为更加规范，对法庭查明案件事
实、审查判断证据、树立法庭权威
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祝杰 阮江帆）为切实提升审判
质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3月
24日上午，省法院审管办在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判质效座谈
会，分析通报信阳市两级法院审判
工作的质量效果及各项指标完成
情况，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省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杨晓峰，工作
人员杨波、马智超，信阳各县区法
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审管办主任，
信阳中院相关业务庭庭长及审管
办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信阳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焕成
主持。

会上，杨晓峰传达了全省法院
审判质效研讨会精神，对信阳两级
法院审判质效工作进行了点评，并
就今年全省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
标体系（征求意见稿）及考核方法
进行了说明。各县区法院院长分
别就本院 2014 年审判质效工作情
况进行了分析发言，中院审管办负
责人对 2015 年全市法院第一季度
审判质效情况进行了通报。

最后，陈焕成对 2015年全省法
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征求意
见稿）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就信阳
两级法院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提
升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效提
升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省法院在信阳中院
召开审判质效座谈会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推行“证人保证书”制度

聚焦自身建设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郑州市召开两级法院
党风廉政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弓增顺 骆大朝 刘花
瑞）为落实好中央、省、市委和上级法院对
廉政建设工作的要求，做好今年全市法院
的工作部署，3 月 23 日下午，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市两级法院的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对全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通报
了违法违纪典型案例，先进集体的代

表作发言。该院班子成员及各基层
法院院长向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于东辉递交了责任书。
会 上 ，该 院 党 组 成

员、纪检组长闫金丽对
2014 年 全 市 法

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了回顾，用五个
要点对 201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
了总结，并从七个方面对 2015 年的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

于东辉对 2015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提出三点意见：其一，是准确把握形势，
切实提高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自觉
性。其二，是聚焦自身建设，切实找准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切入点。其三，是
坚持“三个强化”，切实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深入开展。不断开创全市
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新局面，为郑州都市区
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