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要 闻
2017/11/15

责任编辑 王 东 校对 王晓林
E-mail:hnfzbbjb@126
E-mail:hnfzbbjb@
126.com
.com

HENAN LEGAL DAILY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奋力开创河南公安事业新局面
“学习十九大精神 迈向新征程——光荣启航”全省公安机关警歌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井春冉/文 宁晓波/图）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凝聚
警心、鼓舞士气，11 月 12 日晚上，省公安厅
在河南艺术中心举办了以“学习十九大精
神 迈向新征程——光荣启航”为主题的全
省公安机关警歌大赛（如图）。副省长、省
公安厅厅长舒庆观看比赛并讲话。
大赛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来自
全省公安机关的 10 支参赛队用铿锵有力的
歌声表达了对党忠诚的心声。经过角逐，
河
南警察学院摘得金奖，郑州市公安局、焦作
市公安局、
洛阳市公安局等3支参赛队夺得银
奖，
安阳市公安局、
许昌市公安局等 6 支参赛
队荣获铜奖。
比赛结束后，舒庆指出，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和广大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自觉性，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上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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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冯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全力以赴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各项工作，用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展现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优异成
果，奋力开创河南公安事业新局面。

据了解，为在全警营造浓厚的学习氛
围，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总要求转化为现实战斗力，今年
7 月以来，省公安厅在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
展了学唱警歌活动，
掀起了唱警歌的热潮。

做农民工讨薪维权坚强后盾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李鹏飞
深刻认识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
通讯员 陈鹏举 王福蕾）11 月 14 日下午，省
张立勇强调，要聚焦民事、执行、刑事
法院召开全省法院第九次“拖欠农民工工 “三个主战场”
，
坚决做农民工讨薪维权的坚
资案件集中办理”等系列涉农维权活动电
强后盾。一要坚持
“情”
字当头，
在涉农维权
视电话会议。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
民事审判主战场上有新作为。要让农民工
勇，省人社厅副巡视员徐俊才出席会议并
打省心的官司，
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不能提
讲话。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树茂主
供相关证据的，积极主动地依职权调查取
持会议。省法院、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相
证，
确保农民工有理能赢。要让农民工打省
关负责人，以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
时的官司，
畅通
“绿色通道”
，
简化诉讼程序，
代表、省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
坚持优先立案、
优先开庭、
优先合议、
优先调
会上，省法院副院长史小红宣读了《全
解、优先下判，扩大小额诉讼和简易程序适
省法院第九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
用范围，
大胆适用先行判决、
先行调解、
先予
办理”等系列涉农维权活动实施方案》。徐
执行等措施，
用最短的时间帮助农民工实现
俊才发表讲话，肯定了全省法院过去八次
权益。要让农民工打省力省钱的官司，
坚持
在活动中取得的成绩，介绍了全省人社部 “让法官多走路，
让信息多走路，
让群众少跑
门在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采取的主要
腿”，积极推行网上立案、电话预约立案、上
举措和成效，
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门立案、巡回审理等，最大限度方便农民工
张立勇在讲话中指出，开展为农民工
诉讼；
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对经济困难的，
一
讨薪等涉农维权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律免收诉讼费、执行费，让有理无钱的农民
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是贯彻
工打得起官司、
打得赢官司。二要坚持
“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
字当头，在涉农维权执行主战场上有新作
动实践，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
为。要坚持以打促执、以打开路，对拒不执
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
行法院判决的，既要主动与公安、检察机关
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全省法院
协调沟通，
果断动用刑罚、
硬起手腕，
又要坚
系统要站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高度， 决支持申请执行人依法提起刑事自诉，
坚持

公诉、自诉“两条腿走路”，确保打击到位。
要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凡是欠薪不还的，一
律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在市
场准入、融资投标、高消费、出入境、乘坐飞
机高铁、担任公职、评先晋级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的限制，使其处处受限、寸步难行。要
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等执行款物集中发放
活动，全面彰显执行成果，形成强大声势。
三要坚持
“严”
字当头，
在涉农维权刑事审判
主战场上有新作为。对任何破坏农村稳定、
妨碍农业发展、
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犯罪行
为，
都要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
下猛药、
出重
拳，
严厉打击、
决不手软，
特别是对性侵拐卖
留守儿童妇女、
虐待遗弃留守老人的犯罪行
为，一定要坚决严惩，切实解除农民工兄弟
的心头之忧、
切肤之痛。
最后，张立勇要求，全省法院系统要高
度重视，齐心协力，坚决打赢涉农维权这场
硬仗；要与媒体通力合作，努力在全社会营
造声援农民工、谴责欠薪的强大舆论氛围，
唤起全社会尊重普通劳动者、关心弱势群
体的共识；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
干，扎实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河南不懈奋斗。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

讲好河南司法行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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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第九次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
等系列涉农维权活动开启

本报讯（记者 荆锐）11 月 13 日上午，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新闻宣传工作会在郑
州召开。会议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统领，增强宣传意识，讲好河南司法行
政故事，努力开创新时代司法行政新闻宣
传工作新局面。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
长黄真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在充分肯定 2017 年全省司法行政
宣传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
对 2018 年如何进
一步做好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
2018 年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
全面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任务落
地的关键之年，
对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工作提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
关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
紧密联系工
作实际，着眼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用好新媒
体，
不断开创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活动不
断引向深入，充分发挥《河南法制报》等主
流媒体的宣传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各地
各单位各业务部门结合实际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所取得的成绩和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重点宣传司法行政机关为人民
群众统筹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
积极唱响我省监狱、司法行政戒毒、社区矫

正、人民调解等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中的主旋律；向社会公众说清楚、讲明白
司法行政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法律服务，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共享依法治国成果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更高要求。
会议对 2017 年度我省司法行政系统
新媒体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新闻宣传工
作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省辖市司法局、
省直管县（市）司法局、省属监狱、省属戒
毒所主管领导和宣传部门负责人，省监狱
管理局、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和厅戒毒局
宣传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民风淳朴——这是我初到林州
市的感觉，而老冯给我的印象更是
朴实无华。
老冯是林州市公安局城郊派出
所的民警，全名冯现林，今年已经 53
岁，跟我爸差不多的年龄，1999 年从
部队转业回来，一直待在基层。
我刚到派出所的时候，听到其
他民警叫他老冯，感觉很亲切。我
正要询问，老冯便走到我跟前说：
“其实没啥突出的，就是平常的工
作，就是把这些工作做完了。
”
老冯是名老党员，
张家口通信学
院毕业，在校时便已入党。
“ 我是党
员，就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有一句话
——我入党不是为什么，也不图什
么，
就是为党多做些工作。
”
老冯很执拗。有一次，他办理
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打人的一方据
说“有关系”，老冯拘留对方的时候
受到干涉，要求老冯放人。
“ 如果放
了人，就会让受害方认为社会没有
了公平正义。原则一定要坚持。”老
冯说话掷地有声。
还有一次，老冯发现，从小生活
在山西长治的王立（化名），
为了参军
在征兵前十天将户口从长治迁至林
州。
“这是不符合征兵规定的。”老冯
要把他的名字从征兵名单上去掉，
结
果被好几方施压，要求老冯网开一
面。老冯不干了，硬是顶住压力，把
王立的名字从征兵名单上去掉。事
后，老冯安慰王立：
“要是没啥问题，
你在这儿住一年，
符合规定就可以参
军了。
”
老冯很有才华，他给凤凰新闻
写过一篇稿子并且发表了。今年 9
月下旬，为加强治安防控，所里在合
涧设置了一个卡点，轮流值班。有
一天，老冯生病忘了值班，所长牛松
海知道后没有通知老冯，自己替老
冯值了这个夜班。老冯心存感激，
便写了一篇稿子发表在了凤凰新闻
上。
老冯很有名，不但林州市公安
局所有同事知道他，就连他负责的
城郊东北片区 8 个村子的人也都认
识他。老冯无论走到哪个村子，后
面都会跟着小孩子叫“冯伯伯”
。
老冯获得过很多荣誉，在部队
时多次立功受奖，在派出所很多次
被评为先进个人。同事说，老冯的
荣誉证书有一大包。
据说领导跟老冯说过多次，要
把他调离基层，老冯都没同意。
“待
习惯了。基层很充实也很锻炼人，
工作快乐得很。
”
冯 现 林 ，一 名 普 通 的 基 层 民
警。我很庆幸可以采访他，从他身
上，我学到很多东西，
感谢老冯。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