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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
指导司副司长施汉生一行
到安阳调研

优化公证体制机制
激发行业整体活力
本报安阳讯（记者 岳明 于彦
彬）10月11日下午，
司法部律师公证
工作指导司副司长施汉生一行到安
阳市调研公证工作。省司法厅党委
委员、
副厅长石英，
安阳市委常委、
政
法委书记曹忠良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安阳市豫安
公证处、文峰公证处实地查看工作
环境、
办证流程，
并同公证处人员进
行了座谈交流，了解公证处体制机
制运行情况、
公证人员思想状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施汉
生听取了安阳市司法局局长李建
军就安阳市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公
证工作会议精神、公证体制改革等
情况所作的汇报。
施汉生对安阳市公证改革工
作取得的成绩、公证处体制运行模
式及现行的内部激励机制等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全国公证工作会议精神，在
抓好公证质量的同时，进一步解放
思想、优化公证体制机制，充分调
动公证人员工作积极性，激发公证
行业整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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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召开全省法院电视电话会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打出“组合拳”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李鹏飞 通讯
员 朱正宏 陈鹏举）10 月 12 日上午，
省法院召开
全省法院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电视电话会议。
会上，省法院副院长史小红介绍了《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行动计划》
的主要内容。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处长胡朝晖
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央产权保护意见出台
的时代背景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
意义。省发改委体改办主任王旭在讲话中指
明了我省产权保护的工作重点。省综治办副
主任马修道在讲话中指出，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与推进平安建设具有统一性，对预防化解矛盾

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协调联动，不断提升
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水平。
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田立文在
讲话中要求，全省法院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要一视同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既要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保
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把产权保
护理念真正贯穿到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打
出产权保护的“组合拳”，全方位保护人民群众
的财产安全。同时，要坚持法治原则，坚决保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所得和劳动成果。

为提高特警队员应对突发事件的
处置能力，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开展
了“送教下一线”活动，基层巡逻组民警
对这种培训工作两不误的方式表示非
常欢迎。图为特警教官在进行现场授
课、模拟演练。
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辛艳明 陈亮
摄影报道

全国第二届学生“学
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河
南省选拔赛举行

微信送达“指尖调解”
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利用微信成功调解一起跨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余萍）
“已经通过微信向你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等，共 12
张图片，请确认后回复已收到。”不到 10 秒时
间，
对方回复：
“收到。
”
近日，商丘市睢阳区法院法官利用微信和
电话成功调解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
2017年8月27日9时许，
党某驾驶
“福田”
轻
型货车沿东西道路由东向西行驶至睢阳区路河

河南新闻
名专栏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乡西马庄时，
与前方同方向行驶的杨某驾驶的小
型客车相撞，
造成乘客李某受伤的交通事故。经
公安机关认定，党某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经
查，党某所驾驶车辆在浙江某保险公司投有交
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因索赔事项协商无果，
诉至法院。
睢阳区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看到被
告之一是浙江省某保险公司，本着司法便民的
原则，他主动电话联系被告，通过微信将诉状、
应诉通知书等文书传送到千里之外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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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勇 10月11日 星期三 阵雨

从上个月来新郑开始，我就要求到新郑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采访合成作战的内容，然
而，刑警工作实在太忙了，约了三次今天才
最终成行。
下午赶到合成作战办公室时，几名民警
正在电脑上通过视频等内容摸排破案线
索。合成作战中队指导员冯瑞萍忙完手中
的工作，喊上民警李宁，一起讲述了他们利
用合成作战法刚刚破获的一起案件。
近段时间，新郑警方在华南城附近破获
了多起电动车被盗案件，不少还是系列团伙
案件，唯独几起电动三轮车盗窃案件迟迟没
有结果。李宁通过查看附近监控视频，发现
一名头部秃顶的中年男子隔三岔五地从华
南城附近盗窃电动三轮车后到双湖大道西
段进行销赃。民警在附近居民和暂住人口
中排查，均未发现此人的信息，这个人就像
人间蒸发了一样。合成作战队民警没有放
弃，继续对收购旧电动三轮车的修车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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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法审慎处理各类产权纠纷案件。对各
类侵犯产权犯罪，
要坚持
“严”
字当头、
打击到位。
对因招商引资、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引发
的纠纷，
要认真审查协议不能履行的原因和违约
责任，
坚决依法支持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
要扎实开展产权司法保护专项行动。全
省各级法院都要将这项工作摆上突出位置，在
省法院的统一部署下，结合实际，制订实施方
案，逐项细化“施工图”，倒排时间表，拿出实招
硬招，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省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晓云主持
会议。

边训边战
随战而行

听学生讲身边的
宪法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富晓）为在各
级各类学校进一步广泛开展宪法
教育，引导和促进广大青少年学习
法治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
治 精 神 ，推 动 宪 法 实 施 ，10 月 11
日、12 日，全国第二届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比赛河南省选拔赛决
赛暨我省第二届学生“学宪法讲宪
法”演讲比赛在郑州举行。比赛由
省教育厅、省普法宣传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省法学会教育
法学研究会承办。
本次比赛分为高校、高中、初
中、小学 4 个组别进行，自 8 月份赛
事启动以来，全省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
积极响应，广泛动员和组织学校学
生参与。比赛现场，51 名参赛选手
围绕“学宪法、讲宪法”主题进行了
热情洋溢的演讲，经过评委现场打
分，共评出特等奖 12 名（每组别冠
亚季军各 1 名），一等奖 13 名，二等
奖 26 名。高校组、高中组、初中组
和小学组冠军将代表我省参加本
月底由教育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
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演讲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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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整个送达工作不到 5 分钟。
材料送达后，承办法官在微信中与被告沟
通调解事宜，在得知其愿意接受调解后，又与
原告电话联系，释法析理，通过多方沟通，最终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真没想到，连对方一次面都没见到，法
院便把我们的案件结了，睢阳区法院这样的
办案方式真是便民。”案件处理结束后，浙江
省某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打电话给承办法官连
声称赞。

肩并肩 合成作战

调查。一个修车行比较负责任，每次收购旧
电动车都要求实名登记并留下卖车人的身
份信息。在一堆身份信息中，民警发现一名
来自禹州的男子比较可疑，经过仔细比对，
此人正是监控中出现的偷车男子。
10 月 9 日 13 时许，正在办公室加班的冯
瑞萍突然看到李宁兴冲冲地跑过来说：
“偷
车的那个人来了！”原来，此人又从华南城附
近偷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正骑着赶往双湖大
道西段准备销赃。合成作战中队民警立即
通知了位于新郑龙湖镇附近的刑侦四中队
民警赶往销赃地点布控。嫌疑人赶到销赃
地点正在和购赃人讨价还价时，被民警一举
抓获。
原来，此人是襄城县人，居住在禹州，隔
三岔五地从禹州坐大巴车到新郑华南城附
近盗窃电动三轮车，得手后到双湖大道西段
销赃。目前，
该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新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肖云

介绍，2017 年截至目前，新郑警方共接刑事
警情 5040 起，其中四类犯罪发案 4490 起，抓
获盗抢骗案件嫌疑人 377 人，其中合成作战
研判确定案件嫌疑人 147 名，到案 100 人。
肖云说，忠诚奉献、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是新郑市公安局合成作战成员坚定的信念，
作为人民警察，为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
神圣使命，他们放弃了很多同龄人都享受在
其中的生活乐趣，虽然没有聚会，没有假期，
没有陪伴，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有的是不
分昼夜伏案研究案情、出现场调取监控、出
差抓捕犯罪嫌疑人。他们的收获似乎和同
龄人不同，比如案件取得突破进展时的会心
一笑，蹲点守候抓捕嫌疑人时的忐忑，嫌疑
人进入视线的那一瞬的激动，微信上传来嫌
疑人到案的那一刹那。作为一支年轻的队
伍，他们并肩作战着，
在摸索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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