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郑州市
齐礼阎强制隔离戒毒
所在全所范围内开展
警务督查活动，对场
所安全管理、警察执
法等工作进行全面督
查，对发现的问题下
发整改通知书，限期
整改，消除场所安全
隐患。

记者 王富晓 通
讯员刘亮摄影报道

调解故事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张昆仑 文丹
花）“多亏了司法所的帮助，今
后我们可以顺利施工了！”近日，
承包工程的赵某来到禹州市司法局
方岗司法所高兴地说。当日，在司法
所长张国华的召集下，赵某与段某在调
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某随即
将 7000 元现金递到了段某手中后，并向工作
人员表达了感激之情。

原来，从事承包工程的赵某承揽了禹州
市方岗镇某办公楼的建设工程。今年7月，办
公楼主体完工，赵某又以4.4万元的价格将办
公楼的外墙粉刷和室内贴地板砖工程转包给
了段某。双方口头约定：赵某先支付给段某
两万元，等工程完工后再结算剩余款项。

然而，段某带着几个工人干了不到一个
月，就以不挣钱为由放弃了剩下的工程。赵
某只好找其他工人接着干。随后，段某找到
赵某索要剩下的工钱，赵某认为段某没有完
成工程任务，违约在先，况且自己已支付了
将近一半的工程款，故不愿意再拿一分钱给
段某。段某说自己接了这个工程后还拖欠
工人们的工资，要求赵某再拿出两万元方可
罢休。就这样，双方一直争执不下，段某经
常带着工人到工地，以要工资为由阻碍工程
施工。

8 月 12 日上午，段某带着几个人再次来
到施工现场向赵某要钱，无奈的赵某只好来

到了禹
州市司法
局方岗司法
所请求帮助。
张国华听完赵某
的诉求后，带着工
作人员跟随其来到施
工现场，深入调查案情。

随后，张国华又将赵某
和段某召集到司法所进行协
商。最初，双方各执一词，互不
相让。

张国华耐心地给双方做思想工
作，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和解：赵某同
意拿出 7000 元给段某。拿到钱的段某表
示从此不再找赵某的麻烦，赵某的工程自此
可以顺利施工了。

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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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景娅 特约记者 连欣）
为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办理刑辩业务的指导，
保障律师执业的合法权益，近日，由省律师
协会发起举办的豫晋陕律师协会刑事和维
权工作交流暨刑辩业务研讨会在三门峡召
开。会上，豫晋陕三省签订了律师执业合法
权益保障互助合作协议，标志着豫晋陕三地
维权联动互助机制正式建立。豫晋陕三省
律协会长、律协秘书长、刑委会主任、维权委
员会主任等相关人员及河南省 18地市律所

负责人共近百人参加会议。
此次合作宗旨是三方共同推进律师权

益保障工作的发展，互相协作，互相配合，建
立健全跨区域个案维权协作机制，进一步畅
通跨区域的律师维权渠道，为切实维护律师
执业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三方根据《全国律协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工作的意
见》，结合三地实际情况，建立维护律师执
业合法权益跨区域个案维权协作互助机

制；不定期举办律师维权经验交流活动，相
互通报本地关于执业律师合法权益的政策
维权、制度维权情况，提高双方律师维权工
作水平；一方律师在另一方地域内发生的
执业权益被侵犯的事件，受委托方应及时
了解有关情况并向对方反馈；一方跨区域
调查维权个案时，另一方要根据对方的请
求及时协助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在本区
内出现的对方会员不尽规范的执业行为及
时提示对方。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

讯员 张鸿雨）“王所长，司法局帮我
协调的建筑材料现在都运到家里
了，谢谢你们！”8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平顶山市石龙区司法局龙河街
道司法所所长王少华接到了社区矫
正人员姬某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
兴奋地说。

社区矫正人员姬某因犯诈骗
罪，于去年 10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缓刑三年。刚释放回到家
中的姬某独自一人生活，面对一贫
如洗的家境，他曾一度对生活失去
了信心。王少华在了解情况后，积
极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其放下包
袱，并在今年1月初为他送来了3只
山羊，鼓励他发挥聪明才智，勤劳致
富。

在 8 月初的走访中，王少华得
知姬某的山羊已经繁育到了 8 只，
并已在家进行山羊和生猪的养殖。
但细心的王少华发现，姬某的养殖
厂房环境较差，他经过询问得知，因
资金问题，姬某只能通过搭建简易
圈舍来养殖。王少华将该情况向石
龙区司法局进行了汇报，区司法局
积极与区农林水利局协调，为姬某
解决了修建圈舍的砖、瓦、水泥等建
筑材料。姬某因此也进一步坚定了
养殖致富的决心和信心。

据了解，今年以来，石龙区 4个
司法所已为 26 名社区矫正人员进
行一对一帮扶 130 次，发放图书 78
本，协调创业帮扶资金 1.3 万元左
右，为社区矫正人员安稳致富、回归
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日，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
所以“遵规守纪，文明出行”为主题，
举办了一期道德讲堂，教育引导全所
警察职工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传
播者和受益者。

曹振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了使党的惠农政策
更好地惠及群众，8月26日上午，沁
阳市农机局举办了 2016 年农机购
置补贴公开摇号现场会。为了确保
此次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该局
邀请了沁阳市公证处的公证员王志
红及其他工作人员陈韦凯对整个摇
号过程进行现场监督。

据悉，由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不足以支付所有购机申请户的申
请，如何确定补贴对象成了难题。
于是，农机局首次以电脑公开摇号
的方式确定获得农机购置补贴款用
户。此次摇号使用专业农机补贴电
脑摇号软件系统，以农户姓名和身
份证号作为摇号信息。根据《公证
法》、《公证程序规则》及《沁阳市
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公开摇号实施
方案》的规定，在公证员的监督下，
在参加会议的购机农户代表中选取
6人作为口令员，由电脑操作人员进
行随机摇号，当场摇取农机补贴对
象 64 名，涉及补贴金额 252.66 万
元。

整个摇取农机补贴对象的过程
在公证员的监督下，没有出现一丝
差错，无一人对摇号结果提出质
疑，确保了此次摇取农机补贴对象
活动阳光、公开、不掺假，有效维护
了农机购置申请户的合法权益，使
农机购置申请户公平地享受到了政
府的惠民政策，避免了申请人因补
贴 资 金 的 分 配 不 公 而 引 发 的 矛
盾。 （王志红）

“丁零零……”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获嘉县司法
局太山乡司法所所长张绪梅赶
忙拿起电话。“张所长吗？我是
太山村的民调员，你快来吧！有
一个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双方就
要打起来了。”接过电话，张绪梅
立即赶往该村调解室，只见两群
人在狭小的屋子里争辩着。她
走到人群中间，表明了自己的身
份，并说：“这么热的天，先别吵，
有事慢慢说。”

原来，10 天前，太山村的徐
某驾驶汽车在该村大街由东向
西行驶时，与骑电动车的王某相
撞，造成王某小腿骨折，电动车
损坏。王某出院后，要求徐某支
付医疗费、误工费、伙食补助等
共计4550元，徐某拒绝支付。

张绪梅首先和王某及家人
进行谈话，告知其暴力解决不了
问题，接着她又仔细查看了王某
的住院病历和票据等材料，经计
算，认为王某的赔偿要求也在情
理之中。为避免双方再发生冲
突，张绪梅先让王某和其家人回
去等消息。之后，张绪梅又找到
徐某，首先批评了他过激的情绪，
然后又给他讲《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交通事故的具
体规定，明确告知应该进行赔
偿。看到徐某仍然不愿赔偿，张
绪梅继续劝解，又给徐某列举了
交通事故受害方起诉至法院维权
获得赔偿的具体案例，引导其换
位思考……一次、两次、三次，徐
某的思想有了转变，同意赔偿。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由徐
某一次性赔偿王某医疗费、误工
费、伙食补助等各项费用共计
4500元，并当场支付。双方也冰
释前嫌，握手言和。

（张艳娟王芳 高翔）

豫晋陕律师协会刑事和维权工作交流暨刑辩业务研讨会召开

再帮扶
助力社区矫正人员

踏上致富路

公证介入
64名农机购置户

获得补贴款

近日，信阳市司法局利用周六
开展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局机关党员和局属单位信
阳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党员，到

泰合文馨园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党员志愿者们为

小区居民打扫卫生、清
扫垃圾、拔除杂草，

受到了社区群众
的一致好评。

记者王富晓
摄影报道

近日，漯河市司法局利用中小学生开学之际，开展“微心愿圆梦”活动，为
同学们送去书包、文具盒、蓝球等学习用品，满足他们的微心愿。图为8月26
日，该局工作人员到帮扶村舞阳县章化乡后古城村为同学们送去心愿礼物。

记者薛华通讯员贺响洲 摄影报道

一场车祸起纠纷
人民调解平事端

工程结算谈不拢
司法所长来调解

互助合作 跨区域维护律师执业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