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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保卫在小司村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时说

□我学习 我践行
——一线干警履职爱民谈体会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李
继玲）11 月 13 日上午，郑州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黄保卫来到新郑市郭
店镇小司村，向该村全体党员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详细了解该村目前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帮助村民探寻致富
之路。
在与村党员代表座谈时，黄保卫
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要进一步贯彻落
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发展基层
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全
力做好扶贫攻坚工作，实现村民的共
同富裕。
据了解，小司村是郑州市委政法
委的定点扶贫村，郑州市委政法委帮
扶工作队成员入驻该村后，深入了解
该村的地理地貌、生态环境、社会事
业发展、贫困户等状况及突出问题。

郑州市委政法委帮扶工作队以“1＋
7”工作要求为扶贫导向，统筹考虑产
业发展、集体经济收入等关键点，着
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上
尽快实现突破；在改善村级道路状
况、饮水安全、电力保障、文化建设、
医疗卫生、信息化便民利民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推出了小司村产业扶贫
规划等，为村民尽早脱贫致富而不懈
努力。

图片新闻
◀扶沟县公安局要求民警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多种方式向群众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图为近日该局民警在辖区走访群
众，
并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龙喜 摄影报道

▶连日来，浚
县公安局王庄派
出所组织民警到
辖区村庄，向群众
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征求群众对
公安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图为昨
日民警在辖区某
蔬菜基地向群众
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蒋玉河 摄
影报道

“牢记使命砥砺奋进 打造汝检品牌”系列报道

为当事人着想
解当事人之忧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李鹏飞 通讯员 徐晓艳
近日，郑州市管城区法院民三庭法官宋文梅
采取背靠背的方式，成功调解一起劳动争议案
件。
徐某在某卫生院担任护士期间，某卫生院以
徐某违反卫生院的规章管理制度为由将其辞
退。徐某不服，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然而，某卫生院对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
决不服，遂起诉至法院。
宋文梅在收到该起案件后，第一时间阅卷，
仔细分析了双方提交的证据，认为本案有调解的
可能。因双方分歧较大，宋文梅采取背靠背的方
式调解。经过不懈的努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矛盾得以化解。
此案的顺利调解，是宋文梅在司法办案中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她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的一项具体实践。
宋文梅是 2013 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被招
录到郑州市管城区法院的。她说：
“ 作为一名员
额法官，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就一定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做司法改革的排头兵，为我国的法治
建设贡献力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增光添彩。
”
宋文梅说，作为法官，在具体司法办案中，不
仅需要扎实的法律功底和精湛的业务能力，还需
要对专业性的案件涉及的领域有所了解；更重要
的是，要坚持司法为民，时时为当事人着想，解当
事人之忧。
宋文梅曾和书记员出去向被告送达传票，被
当事人认定是骗子锁到屋里。最后，他们还是打
了 110 才得以脱身，也是在民警的帮助下才将传
票成功送达。
“ 案件多，压力大，送达也会有危
险。”宋文梅说，她办理案件养成一个习惯：只要
是开庭审理过的案件，一般 3 到 5 天要将判决书
写出来，不存案、不积案。
工作 4 年来，她审理案件近 700 件，今年
的结案率已超 90%。她以扎实的法学理
论基础、踏实的工作作风、饱满的工作
热情，依法履行着一名法官的
职责。

□记者 刘爱丽 黄丽 赵国宇 特约记者 朱江艳 吴迎利

沙古堆村村民满满的幸福感
——汝州市检察院对口扶贫侧记
“自从检察干警来了后，我们山村变了，
村部变得崭新，村民的危房不见了，小学的
课桌换成新的了，孩子们有了图书室，村里
人的笑声多了……”汝州市陵头镇沙古堆村
党支部书记宋明江提起汝州市检察院的对
口帮扶工作赞不绝口。
沙古堆村是省定贫困村，下辖的 4 个自
然村依沟而建较为分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比较薄弱，村里水利状况差，粮食作物基本
靠天收，村内没有集体企业。2015 年 12 月，
汝州市检察院按照汝州市委、市政府实施精
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对口
扶贫沙古堆村。自此，沙古堆村村民的冷暖
穷富成为汝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
新义的牵挂。
他们选派 4 名优秀检察人员开展驻村帮
扶，派驻的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由该院检
委会专职委员韩建伟担任。该院同时成立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刘新义任组长，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政治处。
2016 年 2 月 3 日，在村部前广场，刘新义
带领班子成员和全体干警，现场与 110 户贫
困户代表“一对一”结对。干警详细了解了
贫困户家庭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随后，
刘新义带领党组成员和驻村工作队成员，到
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米、面、油
等慰问品。刘新义每到一户，都仔细询问其
家庭情况，鼓励他们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
工作组帮助村“两委”理清思路，积极谋
划与汝州市龙头养殖企业汇捷集团九兴牧
业有限公司合作，带动 33 户贫困户 3 年内稳
定实现增收脱贫；利用沙古堆村风力大的自
然特点，积极与平煤集团洽谈引进风力发电
项目；协调汝州市步步高集团参与沙古堆村
扶贫项目。目前，扶贫公路已经修建，客运
班车开通，文化大舞台建成，一星级文明村
和标准化村室已验收达标。
在抓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他们没有

忘记沙古堆村小学的 9 名老师、130 名学生，
没有忘记山区的教育事业。2016 年 9 月，汝
州市检察院和市教体局给沙古堆村小学送
来了 100 套桌椅。同时，检察院积极同市教
体局、新华书店及大象出版社联系协调，大
象出版社将沙古堆村小学定为“百社千校”
阅读活动示范点，为村小学捐赠了 1100 套图
书，
市新华书店为学生捐赠了 100 个书包。
“今年前 8 个月，刘检连续 12 次到沙古
堆贫困村现场指导扶贫，解决困难。”韩建伟
说。在检察院的主导下，沙古堆村脱贫责任
组于 2017 年成立，强化了乡镇、村委和驻村
工作队脱贫攻坚职责。检察院为村里投资
10 万余元，并为新建成的村部配备了全新的
办公家具；对 4 户贫困户完成了危房改造，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 年度新农合参保费用
进行了返还；组织开展了春节送温暖、青年
志愿者帮扶、法律服务进农村、扶贫政策培
训、电商培训、残疾人免费办证等十余项活

动；对贫困户反映的大病救助、学生生活困
难、低保五保办理、黑户等问题，积极协调妥
善解决。
7 月，
刘新义带队到沙古堆村与该村党员
共同开展党建活动，以“联学联做促脱贫”活
动为抓手，
将每月 10 日定为活动日，
不断提高
两委会班子凝聚力、战斗力。一名村内年轻
党员被吸纳进入村党支部，协助驻村工作队
开展扶贫工作。8 月，
沙古堆村星级提升工程
进行了第二次现场验收，
达到了 6 星级创星目
标。9 月 15 日上午，
沙古堆村
“步步高”
爱心文
化游园开工。
陵头镇党委书记乔延召感慨说：
“ 汝州
市检察院对口帮扶，真扶贫，扶真贫，他们给
贫困村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贫困群众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更重要的
是把汝检精神带到了村里。他们的扎实作
风与大爱情怀极大地坚定了干群脱贫致富
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