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漯河市司法局法制科

科长程咏梅

安报讯"记者 杨家军#昨日!郑州市政府下发

了"郑州市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 将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划分为特别重大&重

大&较大和一般四级!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各级&各

部门必须按规定的时限逐级上报!不得隐瞒&缓报&

谎报'

郑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必

须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

后!应按规定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政府安全监管部

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各

级&各部门必须按规定的时限逐级上报(情况紧急时!

安全监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

部门以及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越级上报! 不得隐瞒&

缓报&谎报(存在不按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灾难真实情

况!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阻碍应

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散布谣

言!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的!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依法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报南阳讯 "记者 刘俊锋 通讯员 秀成

宪立 国俊#有无逮捕必要!谁说了算* 淅川县

大胆探索推行了社会调查制度!建立了部门协

作+跟踪监督&快速办理一套工作机制!让这个

颇有争议的问题由制度来决定) 此举得到了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

社会调查制度就是由党委政法委牵头 !

公&检&法机关通力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协调

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制度)

为了保证未成年刑事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

淅川县检察院建立跟踪监督机制!全程监督未成

年刑事案件的办理情况) 犯罪嫌疑人王某是一名

高中学生!

!""#

年
$

月
!%

日!王某被人喊到山上

逼另一伙人交钱!他在旁边助威!抢走受害人现

金
$"

元&手机一部) 社会调查显示!王某的父母

都是农民!本人平时表现一直很好!学习成绩也

不错!而且临近高考!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王

某系未成年人!在该案中系从犯!遂依法作出了

,无逮捕必要-的决定)

安报讯"记者 杨勇#此前车辆

年审时并不需要提供养路费缴费证

明)但从今天起!车主在进行车辆年

审时!必须提供养路费缴费证明!否

则将不能进行车辆年审)

昨日! 郑州市交通规费征稽处

在郑州车管所设了个缴费窗口!未

缴养路费被拒绝年审的可以现场办

理补缴手续)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区拥有机

动车辆约
$"

万辆!其中未缴&漏缴

养路费车辆有近
&"

万辆)这些车辆

不少因长期拖欠交通规费已资不抵

债)因滞纳金过多!欠费车辆卖掉也

不能偿还滞纳金! 不少欠费车主干

脆就不办补费手续了)

据郑州交通规费征稽处相关负

责人透露!对这些欠费车辆!省政府

正在制订优惠方案! 将会用一个折

中的方法! 对这部分欠费车辆给予

一定的优惠! 优惠部分将由政府部

门自行消化! 具体优惠标准会在近

期公布) "线索提供 刘俊山#

说起程咏梅! 在漯河市司法行

政系统可是小有名气) 在每个岗位

上!她都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

年! 漯河市从一个在全国

司法行政系统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市!

成长为司法部全国十个普法教育联

系点城市之一!多次在全省乃至全国

会议上介绍经验) 可很少有人知道!

在这些成绩里面!包含着程咏梅多少

辛勤的汗水
'

即使在撰写硕士论文最

紧张的时刻!她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

年
(

月!程咏梅调任司法

局劳教科任科长)她带领全科人员!

深入基层和各社区! 到刑释解教人

员家中走访! 协调解决他们就业安

置方面的难题) 在她和同事们的努

力下! 不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树立

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

年
)

月!程咏梅到法制与

司法鉴定科任科长) 她注重在司法

鉴定人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

育! 提高鉴定人的法律素质和责任

感!确保鉴定质量)

,梅花香自苦寒来-!勤奋&敬业

的程咏梅用她的实际行动传播着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着法治精神)

!""#

年
*

月!她被推选为政协漯河

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新的阵地上继续拼搏
!!!记平顶山市监狱政治处主任王

斌恒

安报讯 $记者 陈亚洲%在老山前

线曾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的王

斌恒转业至平顶山市监狱后!连续多年

被评为省&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

作者!优秀公务员!监狱工作标兵!目前

是平顶山市监狱政治处主任)

作为政治处主任!王斌恒同志深

刻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增强驾驭

实际工作的能力!对干警的思想教育

工作才有感召力和说服力) 在王斌恒

看来!除了不断加强自身理论的学习

外!更要带领全体干警创建学习型监

狱!系统学习!科学培训!不断提高干

警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监狱的整体工

作水平)

,脚踏实地不浮躁! 埋头苦干不

张扬!兢兢业业干工作!默默无闻讲

奉献) -这是王斌恒的真实写照)政治

处人员少!任务重!各项工作都必须

由他亲自落实) 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

验收!加班整理材料到半夜对于王斌

恒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他

在加班后回家的途中不慎摔伤!但并

未因此而请假!第二天仍一瘸一拐地

出现在教育活动的检查验收现场!确

保了验收的顺利进行)

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面对监

管改造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王斌

恒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树立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常修为政之德!常

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及时克

服思想&工作&生活中的不足!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真正做到一身正气处

世!两袖清风为民)

登封市人民法院

步入$制度建院%的快车道
安报讯 在全省法院系统思想作

风整顿活动期间!登封市人民法院不断

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并实施了.思想作

风整顿期间十条工作纪律#! 并与市检

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民行执行案

件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 确保清理执

行积案活动严格依法进行(健全完善了

车辆管理+财务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制

度!为创建,集约型-+,节约型-法院提

供了制度保障) "景文涛#

罗山县检察院建设节约型机关
安报讯 罗山县检察院采取多项

措施!在厉行节约上做文章!增强干警

节约意识!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该院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宣传

资源节约工作的重要性! 在全院干警

中树立人人崇尚俭朴节约!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的良好风尚) "良华#

登封市法院依法救助弱势群体
安报讯 登封市人民法院坚持以

民为本!面向困难群众!提供司法援

助) 在立案环节!该院对确有困难的

当事人提供上门立案+ 预约开庭+到

当事人家中开庭等便捷服务) 在审+

执环节!采取法官导诉书+巡回办案

等形式!方便群众诉讼!加大对涉农

案件和小标的案件的审理+ 执行力

度!已为
*$

起案件+

(&

名困难群众提

供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十万

余元) "景文涛#

锁定证据 预防纠纷
安报讯

!""#

年
(

月
&%

日!信阳

市申城公证处公证人员不怕苦不怕

累!为某单位进行公证!发扬连续作

战精神!到深夜
&&

点完成了任务!迅

速锁定现场证据!充分发挥了公证职

能!预防了纠纷)

"王燕 李杰#

济源市中院文明素质教育结硕果
安报讯 ,您好-+,请坐-+,请问您

找谁-+,请问您有什么事-//如今!

当你走进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耳畔

响起的总是这样一些春风般亲切的

话语) 从这样的细节中!你可以零距

离感受到该院开展文明素质教育活

动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以文明的司法

促和谐!以公正的审判保稳定!是该

院在文明素质教育活动中最响亮的

口号!也是他们最扎实的行动) 到中

院打官司的当事人郑州市民王某感

慨地说0,济源中院拉近了法官和当

事人之间的距离!有种温暖感!在这

里打官司!我放心1 - "董武敏#

登封市人民法院

加强青少年维权工作
安报讯 今年以来!登封市人民法

院派出
&+

名同志担任辖区中小学校法

制副校长!巩固,法与德教育-基地(并

结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组织
%

次法制宣传活动!发放预防青少年犯罪

宣传资料
!"""

余份! 敦促青少年远离

犯罪+健康成长) "景文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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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记者 张可#,我们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群众就这样支持+理

解我们! 很感动! 我们应该感谢你

们) -昨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王胜利在接到一起执行案件申

请人敲锣打鼓送来的感谢信后!又

向申请人表示感谢)

债务纠纷商场易主

河南省鑫祥综合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祥公司%就是这起执行

案件的申请人! 它申请执行的是新

密市屏峰商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屏峰公司% 移交位于新密市西大街

&(

号的四层商贸大楼一案) 由于执

行难度大! 这起案件一度成为难啃

的,骨头案-)

据鑫祥公司党委书记王灵山介

绍! 屏峰公司原是被执行的商贸大

楼的所有权人) 由于该公司欠中国

工商银行巨额贷款! 商贸大楼作为

抵押!

&++#

年!其产权就变归中国工

商银行名下)

!""(

年!中国工商银行

将该楼拍卖! 鑫祥公司在这次拍卖

中!以
*""

多万元的价格拍得此楼)

在此期间! 屏峰公司一直未搬出此

楼! 楼内三四十家经营商户也一直

向屏峰公司交纳着摊位租金)

!""$

年!无奈的鑫祥公司将屏

峰公司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屏峰公司搬出该大

楼)

!""%

年
&

月
!&

日!郑州市中级

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支持了鑫祥

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在判决生效后!

屏峰公司仍未搬出大楼)

!""%

年
(

月
!+

日! 鑫祥公司

申请强制执行! 郑州市中级法院于

同日立案)

!""%

年
$

月
&$

日!郑州

市中级法院依法向屏峰公司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 限其
&"

日内履行义

务!但屏峰公司一直未履行义务)为

使标的物顺利交接! 承办法官多次

到现场向屏峰公司宣讲法律并耐心

做其思想工作! 要求其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

院长挂帅解决积案

这样一起,骨头案-!引起了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他

们成立了专案组! 由副院长王胜利

挂帅担任组长! 法院执行局局长赵

培伟担任副组长)

!""#

年
+

月
&!

日下午!王胜利带领执行干警+法警

#"

余人!车辆
&"

余台!在新密市法

院+ 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及媒体监

督下!将该案标的物顺利移交完毕)

同时!中级法院了解到!屏峰公

司的三四十家商户此前一直阻挠执

行!是因为他们怕此大楼一旦交接!

他们就无处可去)对此!中级法院又

反复做鑫祥公司的工作! 让鑫祥公

司同意接收这些商户继续经营) 最

终!这起,骨头案-顺利执结!也化解

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线索提供 高志强#

!"#$ %&'()*+,-

安报讯 "记者 杨勇
!

文 樊勇

军
!

图# 一辆小轿车被撞得面目

全非 ! 事故现场惨不忍睹 $上

图%) 省高速交警圃田大队与河

南工业大学学生模拟了一个雾

天超速行驶的事故现场!通过现

身说法!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

场人员认识到0车祸猛于虎)

&&

月
!%

日上午!省高速交警

圃田大队和京港澳高速新乡至郑

州管理处路政二大队联合河南工

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在

郑州东服务区进行了一场事故现

场演示和事故抢救) 惨不忍睹的

事故场面+ 面目全非的被撞小轿

车+ 因痛苦而扭曲的身体和强烈

的求生欲望! 告诉人们事故的残

酷与血腥! 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

一个人) 演示的事故案例是几天

前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一

起交通事故!因雾天超速行驶!小

轿车撞击护栏! 造成
*

人不同程

度的损伤!车辆报废)

参加现场演示的大学生说 !

通过案例演示! 自己亲身体会了

一下在高速路上高速行驶的车辆

突发交通事故后受害者的痛苦感

受) 当听到高速交警介绍说全国

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达

+

万人!而且雾雪天气下很容易造

成群死群伤恶性事故的发生时!

大学生们深感震惊)

"线索提供 刘建伟#

没有缴纳养路费
车辆不能年审了

!"#$%&

郑州制订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安全生产事故不得隐瞒'缓报
淅川县社会调查制度获最高检肯定

多部门协调办理未成年人犯罪

!

安报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继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