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出台新规要求
六类卷宗“电子化”

见证法制进程 建设法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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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日前出台《人民检察院制作使用电子卷
宗工作规定（试行）》，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要求对六类案件制作电子卷宗：侦查机关移送
的审查起诉、申请强制医疗、申请没收违法所得案
件；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不起诉的案件；
报请上级检察院决定逮捕的案件；提请上级检察院
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提请上级检察院提出抗
诉的案件；报请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案件。最高检案
管办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
司法办案行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官方网站河南法制在线网 www.hnfzb.com

商丘市梁园区检察院“惩、防、
治”
并举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违法犯罪

“五个一”创出服务民生新路子
法眼

栏

河南新闻名专

旅游网站协助
法院执行显威力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近日针对
188 件执行案件，向 269 个单位及
个人集中发送限制消费令。为保
障限制消费措施能够切实得到执
行，该院同时向携程、去哪儿、途
牛三家旅游网站发送协助执行通
知书，不得提供高端预订服务。
据悉，
这在全国法院尚属首次。
2015 年正式实施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的若干规定》提到，限制高消费就
包括乘坐交通工具、旅游消费、购
买不动产等九项内容，而携程、去
哪儿、
途牛三家旅游网站是非常著
名的提供旅游消费的大型商业网
站，
在这些网站上可以实现所有旅
游服务消费的预订。这些商业网
站其实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重要
平台，
互联网消费的隐蔽性也给那
些“老赖”创造了规避高消费限制
令的机会。
通过相关行政部门的密切配
合，
尽管法院的限制高消费令能够
被执行，
但是限制高消费制度的根
本性目的不是为简单惩罚不履行
责任的被执行人，
而是要建立强大
的法律威慑效果，
让失信被执行人
处处受限制，
倒逼他们主动来法院
履行法律义务。怎样以最低的成
本和最高的效率促使被执行人主
动履行裁判，
这一课题无论是从经
济效益还是法治正义层面，
都必须
成为法院执行工作永恒的追求。
法治实践反复证明，
法律的威
慑面越广对违法之人的震慑越
高。旅游网站的预订系统并不具
备身份核查功能，
只有当
“老赖”
的
信息被交通行政部门的系统审核
之后，
才能发现无法购买飞机高铁
票以及其他旅游性消费。如果从
预订开始就直接拒绝“老赖”的旅
游性消费申请，
那么限制高消费令
的触角就会伸得更广，
法律的威慑
力就会前置。能够进一步营造全
社会围剿
“老赖”
的舆论氛围，
彻底
打破其侥幸心理，
真正实现使其处
处受限、事事遇阻的约束效果，倒
逼其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刘 勋）
全 省 多 云 转 晴 天 ，黄 河
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雾。中西
部东北风转西北风，其他地
区 东 北 风 ，全 省 风 力 2 到 3
级。最低温度零下 5 摄氏度，
最高温度 10 摄氏度。郑州市
多云转晴天，有霾，0 到 10 摄
氏度。

政府各种项目和补贴资金下拨过程中，一
些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便利，套取、侵吞、挪用
涉农惠民资金，破坏“三农”政策实施、危害农村
稳定、侵害农民利益。如何杜绝这种行为，保障
“三农”政策落实到位？保证惠农资金安全、足
额落到实处？
这是 2015 年年初摆在商丘市检察院党组成
员、梁园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徐爱国面前
的一道“难题”。
怎么办？从哪儿做？

2015 年年初时，
这是一张全新的考卷。
“调研、立项、查案、警示、整改！”很快，以徐
爱国为领导的梁园区检察院党组给出了这样的
工作思路。
在这一工作思路指引下，梁园区检察院干
警扎根基层，查处案件、进行预防宣讲、发出检
察建议、引导基层干部自纠自查……
岁尾时，
这是一张满意的答卷。
一位人大代表听了梁园区检察院该项工作
情况后评价说：
“在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违法犯

□记者 何永刚 特约记者 尚林杰 丁红
罪工作中，梁园区检察院‘惩、防、治’并举，站位
高、想得远，亮点纷呈，创新出了一条查案预防
相结合，真心实干利民生的新路子。
”

一份调查报告 锁定
“病因”
“收取农民建房的‘房子钱’”、
“ 克扣低保、
五保、困难家庭的‘养命钱’”、
“侵吞农民土地补
偿款的‘土地钱’
”……
（下转 04 版）

2015 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打虎拍蝇”，严查违纪行为，整治为官不为

2973 人被处分 2372 人被问责
【详见 03 版】

推荐 阅读
“上合安保”，奋战 23 天缔造
河南公安奇迹；公安“互联网+”
上线试运行，让群众少跑腿……

2015 河南公安
十大新闻发布
【详见 05 版】

旅游安全、环境卫生、旅游购
物等 8 方面出现问题

除隐患

近日，扶沟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商场、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图为消防官兵和派出所
民警在检查宾馆内的消防设施。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龙喜 摄影报道

我省 7 家景区
被降级摘牌
【详见 02 版】

新乡市中级法院用良知崇尚诚信、用公正捍卫诚信、
用创新推动诚信

司法
“领跑”
诚信社会建设
□记者 穆黎明 特约记者 景永利

以良知崇尚诚信

新乡市中级法院立足审判、执行本职，用良
知崇尚诚信、用公正捍卫诚信、用创新推动诚
信，保障个案的公平正义，向社会传播诚信的精
神理念，共建诚信的社会秩序，履行法院应尽的
社会责任。
“新乡中院通过法院文化建设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每名法官内心，契合了当
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创建的要
求。”近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在新乡
调研时，
对新乡中院给予高度肯定。

门难进、脸难看，
“ 立案难”号称法院第一
难，而从北京来新乡打官司的于先生，却是另一
种感受。
2015 年 5 月 30 日，端午节放假前夕，他收集
完证据，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为了赶在节前立
上案，于先生起诉书也没准备齐，就抱着试试看
的心理来到法院。没想到，负责接待的法官王
玉霞耐心接待了他，主动推迟下班时间，帮他复
印诉讼材料，指导他先办立案手续，让其回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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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支付诉讼费，免去了他一趟千里奔波之苦。
于先生回到北京后专门给法院寄来一封感
谢信，并由衷赞叹：像新乡中院这样高效便民的
诉讼效率和服务态度不多见，不愧为全国文明
单位的法官！
其实，这只是该院立案文明接待的一个缩
影。该院秉承“以诚正身，以诚立信”指导思想，
从自身做起，
严格管理，
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审限
管理的规定》、
《法官用语基本规范》等 37 项规章
制度，
对立案、
审判、
执行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
督制约，
规范法官的言行。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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