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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走转改””——记者基层蹲点日记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12月10日星期一雪 河南法制报河南法制报记者记者马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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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郸城县第三高中大礼堂内
正进行着一堂热情洋溢的法治教育课。
台上讲课的是郸城县检察院未检科科长
罗华，500余名师生整齐地端坐在礼堂内
聆听。今天来学校进行普法宣传的还有
未检科干警刘梦华、谭丹。这是该院今年
以来第三次送法到该校。我坐在师生中
间，津津有味地听着。

原来，今年8月发生一起社会青年与
该校在校学生聚众斗殴案件。仅仅因为
一句在QQ群里的聊天闲话，社会青年邢
某与在校学生罗某之间产生了矛盾，从网
上骂架发展到网下约架。案发当天，邢某
召集了几名社会上的“哥们”，罗某召集了
几名同校男生，放学后双方在学校门口附
近大打出手，致邢某一方两名人员轻伤。
6名涉案人员系在校学生。

案发后，郸城县检察院未检科提前介
入。通过社会调查，罗华熟悉了几名涉案
在校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在校平时表现，

再加上他们到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综合
全面考察，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无逮捕必
要的决定。目前，此案正在诉讼程序中。
同时，罗华又积极与校方沟通，保证了他们
继续学习的请求。为了杜绝再次发生类似
事件，罗华又召开了一次涉案未成年人家
长的“亲职教育”活动。自案发后，检察官
们的心思不仅仅放在涉案人员上，更放在
校园莘莘学子身上。当月，罗华就与该校
进行接洽，开展了一场“送法进校园”普法
教育宣讲活动。此后，检察官们对该校师
生进行了多次普法。今天，他们又一次来
到熟悉的校园，进行了一场关于预防网络
犯罪的法治课。

采访中我了解到，郸城县检察院“送
法进校园”以校园预防为重点,通过播放
法治录像片、举办法治图片巡回展、上法
治教育课、发检察建议书等形式,以案说
法,将遵纪守法理念深植于校。自“送法
进校园”活动开展以来，该校治安秩序、学

校周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以来，郸
城县检察院未检部门共组织开展送法进
校园活动31次，其中法律宣传活动18次，
放映微电影 7 场，开展学校领导、教师法
律座谈 6 次，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
12000余份，受教育人员达13500余人。

该院未检部门在办理校园欺凌和暴
力犯罪案件时，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
对于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犯
罪，以及属于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
依法从宽处理，坚持实行轻缓的刑事政
策，将涉罪学生的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
罪原因、悔罪态度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是否
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以及发表量刑建议的
重要依据，尽量挽救失足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课进行得热火朝天，窗外悄
然飘起了雪花。尽管是隆冬时节，我在大
礼堂内却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
日前从司法行政系统支持和促进民营
企业发展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我国
各地共组织律师服务团队 2700 多个，
参与服务团队律师达 1.1 万名，为民营
企业进行了“法治体检”。

据介绍，在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
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专项活动的实施
方案》后，各地的律师服务团先后开展
政策宣讲解读 1400 余场，直接联系和
服务民营企业 1.1 万家，提出法律风险
防控建议 1.5 万个，累计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 2100多起。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强调，要加快
推进“法治体检”，突出覆盖重点，提高
法律服务工作精准性。要加快推进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对有悖于平等
保护原则、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
关内容，应改尽改、应废尽废。要加快
推进“证明事项清理”，12月底前严格、
依法、从速提请省级人民政府作出决
定，或审核后按照法定程序报请省区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修法或作出废
止、确认决定。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孙梦飞 通
讯员 王品 张胜利）寒冬之日，一封来自燕
赵大地的感谢信寄到了新密市检察院，温
暖了检察干警。写信的是河北照海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陈志。

12 月 3 日，因雾霾严重，多处高速公
路封闭，陈志到达新密市检察院来办理案
件手续时已近中午。该院案管中心大厅
工作人员刘四辈提供了热情服务，为不耽
误律师当日返程，刘四辈牺牲午休时间为
陈志加班刻录光盘阅卷。

陈志在信中表示，在返回河北途中，
刘四辈认真热情的形象始终萦绕在他的
脑海中。“他的行为和话语，使远赴外地办
案的我在寒冬中顿生温暖！”陈志在信中
说，“在手续办理的整个过程中，我时刻体
会到该同志对工作的认真、对服务对象的
热情；尤其是他牺牲午休时间，急外地办
案律师之所急的行为，在我近 20年的执业
生涯中第一次遇见。”

其实，这对于案件管理中心大厅工作
人员刘四辈等人来说，只是日常工作中的

一件小事。可就是这样一件小事，让陈
志在冬日里感受到了新密市检察院司法
为民的温暖，感受到了窗口单位人性化
的服务。

近年来，新密市检察院着力构建新型
检律关系，多方位多角度保障律师权益。
特别是今年以来，新密市检察院案管中心
以《打造“阳光、规范、智慧”案管 助推司
法规范》重大创新品牌项目为契机，出台
多项措施，不断提高律师接待的服务质
量，深度保障律师诉讼权利。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聂乾卿）日前，平
舆县公安局庙湾派出所民警朱康、谢巍，驱
车几十里上门为瘫痪老人办户口，在村里
被传为佳话。

12 月 12 日上午，庙湾派出所民警朱
康、谢巍利用户籍室停网不能上网之机，带
着照相机、影布，驱车几十里，到与项城市
交界的庙湾镇李寨村委小王庄，为 86岁的
王小幸老人采集照片，以便给已注销户口
20 多年的王小幸老人重新上户口，并办理

身份证。因为王小幸老人已瘫痪在床，行
动不便，民警只好登门办理。

王小幸老人一直在新疆跟着打工的儿
子生活，20多年没有回来过，所以王小幸的
户口被注销了。最近，王小幸的身体不好，
瘫痪在床，行动不便，她儿子便把她从新疆
送回老家，老人跟着另一个儿子王柏林生
活。之后，王柏林到派出所为其母亲恢复
户口、补办身份证。因为按照国家政策规
定，农村老人到 60岁时可享受国家生活补
贴和医保，可这两项必须有户口和身份证，

镇、村相关部门才可为老人办理相关手续，
所以王柏林就把相关情况对民警进行说
明、申请。得知情况后，户籍民警朱康一边
给县公安局户政股联系，一边给王小幸所
在村委会联系，让村委出示相关证明，然后
朱康和谢巍带着照相机、影布去老人家中
采集照片。

因老人瘫痪在床，两名民警和老人的
家人，试着把老人扶起来但没有成功，老人
已无法正常坐立，朱康只好侧着身子给老
人照相。这一幕让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感谢！
2700多个律师团队
为民企“法治体检”

扶沟县公安局包屯派出
所坚持党建引领公安工作，充
分发挥每名党员民警的先锋
模范作用，积极走进辖区村
庄、学校、大型超市，通过走访
群众，找出重点场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宣讲安全防范常识等
措施，将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
落到实处。

图为 12 月 11 日，该所党
员民警在辖区包屯村走访，与
群众倾心交谈。

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路素青 摄影报道

倾心之访

新华社温哥华12月11日电 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当地时
间 11 日下午作出裁决，批准华为公司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申请。

法院方面表示，孟晚舟是“一个受
过良好教育的女商人”，并且“没有任何
犯罪记录”，决定批准其保释申请。

孟晚舟当天在法庭上否认了美国
的指控。

连日来，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押
一事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7日表示，中方在第一时间
向加方和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方
的严正立场，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
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获准保释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
芳）12 月 10 日，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公
布了《郑州都市区主城区停车场专项
规划》，在路外公共停车场规划方面，
到 2030 年，郑州市主城区计划新建停
车泊位 33.04万个，占地 1万亩。

河南法制报记者了解到，在路外
公共停车场规划方面，未来主城区将
规 划 刚 性 停 车 场 760 处 ，用 地 面 积
494.66 公顷，停车泊位 27.31 万个；规
划半刚性停车场 120 处，用地面积 203
公顷，停车泊位 5.73万个。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交研中心项目
负责人侯献良介绍，根据此前郑州市
城乡规划局交研中心公布的郑州“城
市交通体检报告”，近年来郑州市小汽
车发展呈现出高速度增长、高密度聚
集、高强度使用的“三高”特征，统计数
据显示，2017年底，郑州市私人小汽车
保有量已经达到 272万辆。

“郑州市区内停车供需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出。”侯献良说，规划的停车
场及停车位建设完成后，郑州市区停
车难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郑州主城区停车场规划出炉：

到2030年
郑州主城区将新增
33万个公共停车位

为方便律师阅卷，检察人员放弃午休

感动！为行动不便老人办户口，民警上门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