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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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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星期二 晴□□记者记者 朱广亚朱广亚 守护“西湖”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飞 通
讯员 吕峰 郭雨泉）“近年来，律师阅卷难、会
见难、取证难‘三难’问题得到很大改观……”
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切实保障律师在办理重死刑案件中的执
业权利，积极构建新型诉辩关系，3月7日，省
检察院公诉二处组织召开办理重死刑案件构
建新型诉辩关系座谈会，省检察院、省司法
厅、省律师协会相关领导和省检察院公诉二
处、三处，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以及部分地市
检察院公诉部门负责人、10位律师代表参加
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如何构建新型诉辩
关系、提高重死刑案件质量踊跃发言，展开热
烈讨论；郑州、焦作、新乡、鹤壁、三门峡五市

公诉部门负责人结合本地实际，交流了在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的做法，畅谈了对构建
新型诉辩关系的认识；10位律师代表对近年
来我省检察机关在重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上
推出的一系列举措表示认可，结合非法证据
排除、证人出庭、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等提出了
诉辩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许多富有建设
性的意见建议。

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巡视员周济生指出，
新型的诉辩关系表现在形势新、要求新、观念
新上。构建新型诉辩关系是在依法治国和以
审判为中心的形势下提出的，对公诉人和辩
护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树立正确的观
念，促进诉辩平衡良性发展。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保钢强

调，检察官和律师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同是
法治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践行者，双方要转变
价值观，消除职业隔阂，强化法律共同体意识，
共同营造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检察机关要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检律双方良性
互动。要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加强与律师界的
沟通协作，为构建新型诉辩关系、推动双方良
性互动不懈努力。要全面落实法律规定，依法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要主动听取律师意见，有
效防控冤假错案；要加强证据开示，充分发挥
庭前会议功效；要完善出庭工作和能力建设，
提升出庭水平；要建立定期和日常交流机制，
促进共同提高；要完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为
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便利；要完善监督机制，发
挥律师对公诉工作的监督促进作用。

加强检律互动 构建新型诉辩关系

本报讯（记者 李鹏飞）2016 年 3 月 1
日，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
2017年 3月 8日，郑州市中级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郑州市两级法院落实《反家庭
暴力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工作情况。

男子多次殴打女友法院发出保护令
马某（女）与郭某以夫妻名义自2005年下

半年开始同居生活，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后生育一男孩。因郭某精神极其偏激，同居生
活期间经常因小事无故殴打、侮辱、威胁申请人
马某，限制马某的人身自由，而且还多次辱骂马
某的亲属。马某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理认为，如果不进行制止，马某
将继续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故依法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禁止被申请人郭某对

申请人马某实施家庭暴力；2.禁止被申请人
郭某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马某及其相关近
亲属；3.责令被申请人郭某迁出申请人马某
的住所；4.禁止被申请人郭某故意在距离申
请人马某 50米内活动。另外，鉴于被申请人
郭某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
绪和行为，法院建议其接受心理治疗。

法规实施一年 郑州发出9份保护令
据统计，《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一年

来，郑州市两级法院共发出人身保护令9份。
此外，2016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及家庭
暴力案件27件，其中刑事案件6件、民事案件
11件，涉及妇女23件、儿童4件，此类案件发生
在农村的占比较高，涉家庭暴力被害人年龄大

多在30岁至50岁，文化程度偏低。
发布会上，郑州市中级法院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刘文琳说，去年，郑州市两级
法院不断加强与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衔接，
注重后续跟踪回访；加强与妇联、民政、公安、
社区等沟通联系，通过回访对施暴者进行批评
教育与规劝，通过公权力与社会组织的职能作
用让实施家暴的人警醒。下一步，郑州市两级
法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
加大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力度，在家事审判中
切实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刑事审判
中严厉打击涉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形成法
院、公安、妇联、共青团等部门防范家庭暴力联
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第
一时间介入，让妇女儿童远离家暴。

50米内 禁止靠近她
郑州市两级法院去年发出9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3 月 7
日，记者从省消防总队获悉，连日
来，我省各地迅速开展消防安全警
示大约谈活动，组织 1.5 万家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
2.8万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集
中观看浙江“2·5”、江西“2·25”火灾
警示教育片，剖析辖区火灾形势和
突出问题，督促单位进一步落实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规范消防安
全管理。

省消防总队要求，全省消防部
门要利用各地优势，采取各种方
式，集中召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行业部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微
型消防站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
理人警示约谈会，通报省内外火灾
形势，剖析事故原因和教训，并结
合实际督促单位全面开展消防安
全自查自纠，要求部分商场市场和
化工企业代表就做好当前消防安
全工作进行表态，督促重点单位递
交自查整改承诺书，把依法经营、
落实责任的理念贯穿始终，落实主
体责任，加强人防物防措施。

3月8日，许昌市“建设法治许昌·巾帼
在行动——维权服务进基层入社区到身边”
活动启动仪式在许昌市许继社区举行，许昌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赵振宏在市妇联
主席高坤黎、市综治办主任丁建国等人的陪
同下，出席活动并现场参观指导。赵振宏
说，法律服务进基层不能单纯局限于广场活
动，应该多进社区、多走农村，到群众身边
去，主动贴近、主动服务。同时，各单位要进
一步加大《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力度，并加
强日常法治引导，树立和睦家庭正形象，倡
导文明新风正能量。

记者胡斌通讯员李明 摄影报道

建设法治许昌
的巾帼力量

我省各地集中开展
消防安全大约谈活动

空气清新景幽美，滑州“西湖”惹人
醉，闲来无事观佳画，夜无明月筏嬉游。
这是滑县当地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漫步
于滑县“西湖”湖畔，湖泊、木桥、凉亭，构
成一幅绝美的画面，恍惚间你会以为自
己徜徉于杭州的西子湖畔。

而这里的安宁祥和，都有赖于滑县
公安局水务警务室民警昼夜安全守护。
今天上午，滑县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张
尚兰陪我走进水务警务室，近距离了解
警务室的安全守护工作。

2014 年 9 月，为了守护“西湖”景区安
全 ，滑 县 公 安 局 专 门 组 建 了 水 务 警 务
室。“水务警务室虽然组建只有两年多时
间，但是他们工作压力非常大。因为‘西
湖’景区的特殊性，这里的民警还要具备
游泳技能。警务室有一个救人英雄——
刘胜楷，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先后从水中
救起 5 个人。”张尚兰向我作介绍。

一走进水务警务室，我的眼球就被墙
上的十几面锦旗吸引，有感谢民警救命大
恩的，有感谢民警勇擒窃贼帮助找回损失
的，还有感激民警拾金不昧的……另有省
水利厅和省公安厅联合颁发的两个先
进 集 体 奖 牌 ，一 个 是 2013 年 至 2014 年
度全省水利与公安联动执法工作先进
集体，一个是 2015 年度全省水利与公安
联合保护水资源专项执法行动工作先
进集体。

滑县公安局警务室主任宗金河说，
作为滑县居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滑
县“西湖”人流量很大，特别是夏季和秋
季，游玩的人更多。对此，水务警务室巡
逻队实行 24 小时巡逻，昼夜守护游客安
全 。 随 后 ，他 带 我 参 观 了 他 们 的 巡 逻
车。与普通巡逻车相比，水务警务室的
巡逻车有所不同。因为湖区工作特殊
性，巡逻车上配备了必不可少的救生衣、

救生绳和救生笛。
说话间，一位刚执行完巡逻任务的

腼腆小伙子走了过来，黝黑的脸庞上满
是汗珠。滑县公安局警务室副主任、特
巡警大队西湖中队中队长孙太安告诉
我，这位就是从水中救出过 5 个群众的救
人英雄刘胜楷。

2015 年 7 月 24 日，一名女孩儿不慎
落水。刘胜楷从接警到赶往现场，仅用
时 3 分钟，第一时间就将女孩儿成功救
出。刘胜楷介绍，水中救人黄金时间仅
有 4 分钟，所以湖区一旦有意外情况，队
员一秒都不敢耽搁。此外，为了满足救
人需要，刘胜楷和队员还专程向在医院
上班的朋友请教，学习了急救技能。“救
人必备技能，不学不行。”刘胜楷说完，憨
厚地笑了起来。

本报讯（记者 董景娅）《公民
与法》（法学版）杂志是由河南省法
学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
刊。为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法治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群
众，近日，杂志编辑部根据省法学
会领导指示精神，多方调研，广泛
听取法学界和新闻界专家意见，对
杂志进行了全新改版。

改版后的杂志秉承“普及法律
知识，弘扬法治精神，服务法治建
设”办刊理念，突出体现思想性、知
识性、趣味性、可读性。杂志内容
分为五大板块 20 多个主要栏目。
其中，热点板块包括法治头条、访
谈、法眼聚焦、平安建设、法治时评
等栏目，故事板块包括亲历、刑警
故事、警钟长鸣、一线人物、高墙内
外等栏目，理论板块包括法学前
沿、决策参考、法律实务、以案说法
等栏目，动态板块包括图片新闻、
政法速递等栏目，文化板块包括法
史春秋、法学文化、副刊等栏目，理
论新锐、前沿，故事亲切、生动，是
一本权威、深度、实用、耐读的政法
类通俗读物。

今年第二期改版杂志已于近
期出版发行，封面人物为河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内容聚焦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和省
法学会工作。

全新版《公民与法》
（法学版）杂志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