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为给广
大游客创造和谐稳定的旅游环
境，西峡县公安局及早部署，由
反恐大队牵头，联合景区附近的
各个派出所警力，在旅游景区开
展常态化反恐演练活动，提升重
点单位的反恐防暴意识。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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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张海燕）3 月 23 日，一场特殊的案
件评审会在省检察院举行。说特殊，是因
为这些案件涉及的主人公是一个特殊的
群体，承办这些案件的检察官是一个特殊
的团队，检察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始终坚持
一个特殊的理念。

经过严格评审，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检
察院等 10个单位办理的案件被评为全省

检察机关第二届未检精品案件。省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顾雪飞为获奖单位颁奖。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保钢
在评审会上说，参评案件充分体现了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的特殊理念，每一起案件的
办理过程都充满司法温度。胡保钢所说
的特殊理念，是指未检工作要坚持“教育、
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以及“双向保护、特殊保护、优先保

护、综合保护”等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胡保钢强调，全省未检部门要以此次
评选活动为契机，按照顾雪飞检察长提出
的未检工作“抓重点、创特色、小舞台、唱
大戏”指示要求，精准办好每一起案件，把
未检工作的特殊理念贯穿到办理涉未成
年人案的办案全过程，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让每一起案件充满司法温度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董
松威）日前，淇县法院与中国移动公司
淇县分公司合作搭建的“云 MAS”业务
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云 MAS”业务平
台可及时向申请执行人推送案件进展
情况。

为了让群众及时了解案件执行进

展情况，淇县法院执行局设专人操作
“云 MAS”业务平台。每天，该院执行
联动小组、文书送达小组，以及承办法
官、书记员会将查询财产信息等案件进
展情况及时告知该平台操作专员，由该
专员通过“云 MAS”业务平台以手机短
信的方式向申请执行人推送。申请执

行人便可以实时掌握案件执行信息，节
约了往返法院的成本。

该 平 台 的 正 式 投 入 使 用 ，是 该 院
推 进 法 院 信 息 化 建 设 、打 造“ 智 慧 法
院”的一项举措。该平台正式投入使
用两天，共向申请执行人推送信息 100
余条。

本报汝州讯（记者 赵国宇 通讯
员 许艳芳）3月22日上午8时30分，
汝州市纸坊镇党委书记王国强、市
司法局局长贾燕强揭下了“纸坊镇
公共法律服务站”牌子上的红绸，
这标志着该市的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全
市全面展开，也标志着该市群众可
近距离享用政府公共法律服务。

去年以来，汝州市司法局认真
贯彻司法部、省司法厅关于推进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积极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目
前，汝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硬
件设施已基本完善，设有普法宣传
室、人民调解室、法律援助室、法律
咨询室、接待室和谈话室等，满足群
众多层次的法律服务需求。

目前，全市 20个公共法律服务
站在各乡镇（街道）已全部建成，预
计到4月上旬，40个基础设施好的村
（居）、社区的公共法律服务室将会
相继建立。届时，群众通过微信、
12348热线电话、12348中国法网等，
就能足不出户接受公共法律服务。

汝州市：
全面展开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邓州讯（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郭琨 通讯员 张中梅 文鹏）3月22日，邓州
市法院首个国家一类标准化法庭——城
区中心法庭启用。该院东城法庭、西城法
庭、城郊法庭和执行局一并在这里办公。

该法庭位于邓州市南二环南侧，交通
方便，院落开阔，规划标准车位百余个，设
计审判庭 5 个、会议室 4 个，规划了图书

室、活动室、干警休息室和公务餐厅等。
在启用仪式上，该院党组书记、院长

杨俊华回顾了该院“两庭”建设情况。在
邓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法院大力支持
下，2008 年 10 月，该院首个国家二类标准
化法庭——桑庄法庭启用。10年来，该院
相继建成了7个国家二类标准化法庭和城
区中心法庭。“两庭”建设成效显著，既优

化了办公环境，又方便了群众诉讼。
杨俊华说，搬迁到城区中心法庭办公

的部门要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以新的业
绩回报邓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法院的
支持厚爱；行管科等部门要抓紧时间解
决好后勤服务保障问题。杨俊华勉励干
警，要以城区中心法庭启用为契机，争创
一流工作业绩，谱写司法为民新篇章。

邓州市法院：启用首个国家一类标准化法庭

挖潜强服务 高效更便民

淇县法院：“云MAS”业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登封市检察院办理的于刚（化名）
等17人涉嫌诈骗案

该案17名涉案嫌疑人冒充女性身份
并通过QQ和微信结识被害人，以淘宝店
加盟、升级等名义骗取63名被害人24万
余元。

检察机关在该案中实施“全方位帮教
机制”，首创大墙内外同时帮教，不放弃任
何一名涉案青少年，达到了帮教效果最大
化。本案涉案人员全部退赔退赃，判决
后无一人上诉。该市检察机关向市政府
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登封市公安局成立
了未成年人办案中队；向该市工商局发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强对企业监督范
围的监督管理；将此类案件 68 名嫌疑人
的学习心得汇编成《爸，妈 我想对您说》
一书，避免更多的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取得良好效果。

●内乡县检察院办理的王庆（化名）
涉嫌盗窃案

王庆(聋哑人)伙同他人两次在商店、
超市撬门入店，盗窃现金、物品总价值
8000余元。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为冬日里身
着单衣的王庆买来棉衣；组织亲情会见，
让孩子感受来自家庭的关爱；专门聘请哑
语翻译参与维权帮教；深入调研、总结，探
索“检律 协作”新课题，联合县司法局出
台《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合
作进一步推动未检工作健康发展的意
见》，创新了工作机制。王庆激动地称赞
检察官比他的父母都亲，让他第一次感受
到了温暖。

●扶沟县检察院办理的梁辉（化名）
等人寻衅滋事案

梁辉因生活琐事纠集多人与另外多

人围殴，致5人轻微伤。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创立忌

伤及自尊、忌强加意志、忌语言刺激的
“三忌原则”，创立主动与犯罪嫌疑人
见面、主动与其家长见面、主动与学校
老师见面的“三见面”模式，创立由检
察机关、学校（单位）、当地派出所及犯
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组成的“四位
一体”帮教回访机制。检察机关突出
检察主导作用，改变案件定性，细微体
贴帮扶，促进当事人和解，根据责任大
小,分别对嫌疑人作出起诉、附条件不
起诉、相对不起诉决定。10 名在校生
中，7 名考上我省不同的职业技术学
院，2 名继续在校就读，1 名顺利入伍。
检察机关集惩戒、教育、预防作用于一
体，帮教成效明显，弘扬了法治精神，
展现了法律柔情。

部分精品案件回放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徐文
娟）不用往返奔波，不用排队等候，敲敲
键盘，点点鼠标，随时随地就能网上立
案？没错，就是这么方便!自立案登记制
实施以来，荥阳市人民法院立案量逐年
攀升，立案大厅经常排起长龙。为了方
便当事人立案，顺应“互联网+”时代的
发展，荥阳市人民法院网上立案系统开

始运行，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综合性、
低成本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提高立
案效率，减少群众诉累。

据悉，与传统立案相比，网上立案不
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全天候 24 小时向社
会开放，只要符合立案条件，申请人就可
以直接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河南法院诉
讼服务网进行网上立案。如果立案材料

不齐全，还能通过网上立案平台进行补
齐或更正，真正实现让当事人动动手指
就可立案。

3 月 22 日，荥阳市人民法院联合荥
阳市司法局，就网上如何登录、上传立
案材料等方面工作，为该市的律师、大
型企业的法务人员等 41 人进行了业务
培训。

荥阳市法院：提供网上立案24小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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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检察机关第二届未检精品案件评出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25
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
年会”上，新上任的财政部部长刘昆
首次亮相，畅谈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新动向，并透露 2018年中国税制改
革三大新动向。

刘昆说，2018 年，我国将按照
三档并两档的方向，调整增值税税
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
等行业税率.

刘昆说，今年将改革个人所得
税制度，根据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水
平变化，合理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
准，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
费用扣除。

刘昆说，2018 年将加快推进单
行税法的立法工作，力争年内完成
契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印花
税法等草案的起草工作。

此外，刘昆表示下一步还将着
力完善直接税体系，包括密切关注
国际税改动态，进一步完善企业所
得税制度，以及按照“立法先行、充
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
地产税立法和实施。

财政部部长刘昆：

三大动向
提速2018年税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