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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与河南省司法厅联办

国家在耕地保护方面

有哪些规定"

!

!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

耕地转为非耕地$

!

"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

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

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禁止占用耕地建窖&建坟或者擅自在

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等$ 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

挖塘养鱼$

!

#

"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

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

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一年内不用

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 应当由原

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

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

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 应当按照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

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

关批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

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该幅

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 应当交

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

二年弃耕抛荒的# 原发包单位应当

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

$

"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

地# 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破坏生态

环境开垦&围垦的土地#有计划有步

骤地退耕还林&还牧&还湖$ !司 宣"

安报讯 !记者 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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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省司法厅厅机关两场集中

学习正在紧张地进行'厅会议室里#

机关所有的党员干部正在认真地收

看视频%党务会议室里#党委中心组

也在召开扩大会议# 集中学习十七

大精神$ 省司法厅十七大精神学习

月就此启动$ 就在这周#省司法厅将

组织厅机关全体人员对十七大精神

的学习进行测试#检验学习效果#并

对成绩张榜公布$

省司法厅党委委员& 厅纪委书

记黄庚倜对如何开展好学习月活动

提出了具体要求' 要认真研读党的

十七大文件# 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

七大报告和党章# 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党的十七大精神$ 要紧密结合司

法行政工作实际# 以十七大精神为

指导# 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又好又快

发展#为实现中原崛起&构建和谐中

原作出新贡献$ 要增强做好司法行

政工作的责任感&自豪感#认真履行

管理监狱&劳教#管理法律服务#开

展法制宣传#指导人民调解等职能#

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要进一步增

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适应

法治社会发展新形势$ 要把以人为

本的要求贯彻到司法行政工作的各

个层面和各项工作的全过程$ 要进

一步整合职能#形成合力#促进司法

行政各项业务工作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 要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基

层司法行政工作$ 要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 加强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党的

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

建设$

任务一下达# 省司法厅各处室

就开始采取多种形式# 组织党员干

部群众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

!!

月
%

日# 各个处室就按照厅机关动

员会上的要求抓紧时间进行再动

员#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这半个月的时间# 省司法厅各

处室办公室里的气氛很紧张# 上午

忙着工作#下午开始认真学习$ (看#

上个月刚开始用的笔记本都快用完

了$ )依法治省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每天学习记下的笔记已经写

满了厚厚的一本#不光自己自学#认

真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同处

室的还会定时交流学习成果$

据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厅机关将在
!"

月初

组织有关人员对学习情况进行检

查$ 根据各党支部推荐的二至三篇

学习体会参加厅机关优秀心得体会

评选活动$ 同时#通过专题讲座&专

题培训等形式# 对党员干部分期分

批进行培训# 加深对党的十七大精

神的理解领会$ 刚刚#他还接到了一

个新的任务' 在学习中要结合自己

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 选定一个

专题#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

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体会文章#

从
!!

月到
!"

月将组织厅机关

全体同志听辅导报告# 抽调有关同

志参加省委组织的专题培训班和辅

导报告$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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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滑县依

法治县办公室&(

!$&

) 法律服务所&

奥博律师事务所&小铺乡司法所来

到小铺乡一初中#联合为父母在外

地打工的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

据了解#滑县是一个劳务输出

大县# 有留守流动儿童近
!'

万人#

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合法权益的保

护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 小铺乡一

初中是全乡留守流动儿童比较集中

的学校$

当日上午
(

时# 滑县普法讲师

团讲师靳英玺为留守儿童和部分

经常在外务工的家长上了一堂法

制课#讲解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 +&

*交通安全法+&*义务教育法+等法

律法规和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责任#

并结合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案

例#教育他们学法&用法 &知法 &守

法#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讲课结束后#在小铺乡一初中

校园中#奥博律师所的律师为同学

们解答法律问题#(

!$&

)法律服务所

将 自 己 的 免 费 法 律 咨 询 电 话

&!$&!$&

告诉他们# 法律援助中心

将(青少年维权岗 )的帮扶办法和

*法律援助联系卡+ 散发给留守儿

童$ 校园围墙上#

#'

余米长的法制

挂图*法伴我成长+#受到了孩子们

的欢迎$鲜活的案例&图文并茂的宣

传内容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据了解 #本次活动发放 *农民

外出务工法律知识读本+&*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版"&*法律援助联

系卡 +& *农民常用法律法规宣传

单 +& *普法七字歌 + 等宣传资料

!'''

多份#解答学生咨询
!''

余人

次#展出展板&挂图
"'

余幅$

#刘常青 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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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日 #

司法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陈训秋

一行到我省进行调研$他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充分

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为构建和谐社

会服务$

在豫期间# 陈训秋就河南司法

行政工作的改革发展与河南省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李新民等省领导交

换了意见#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司

法行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

在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 司法厅

党委书记&厅长郭俊峰等陪同下#陈

训秋一行先后深入到郑州市司法

局 &洛阳市司法局 &焦作市司法局 &

省女子劳教所&省强制戒毒劳教所&

郑州市金水区法律援助中心& 省豫

西监狱& 省焦南监狱和武陟县三阳

司法所等# 实地考察调研了法律援

助&监狱劳教&司法所业务开展等司

法行政工作情况$调研期间#陈训秋

听取了省司法厅的工作汇报# 对近

年来省司法厅党委准确把握职能定

位&构建业务支柱体系&树立正确工

作理念& 创新工作方法等方面的研

究与探索# 以及全省司法行政机关

在维护社会稳定& 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

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陈训秋强调#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系统的

首要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 必须坚

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 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 更加自觉地为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 #

更加自觉地为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服

务# 更加自觉地为推进改革开放服

务$要以促进民生问题解决为重点#

进一步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 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法律需

求#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维护困

难群众以及残疾人& 农民工和留守

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促进

和谐社会人人共享$

陈训秋在调研中就法律援助工

作经费& 办案数量和质量& 受援范

围& 援助标准等问题与有关同志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他指出#要

充分认清法律援助工作在落实科学

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

用及重大责任$ 司法行政部门要结

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深入研究法

律援助工作经费标准的有关问题 #

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

同时希望河南省能够先行一步 #把

法律援助作为服务民生& 贯彻科学

发展观的举措# 率先出台有关法律

援助工作经费标准的规定$

在谈到基层司法所工作时 #陈

训秋提出#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关注

民生# 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基

层司法行政职能# 积极开展人民调

解&帮教安置和法律援助工作#构建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业务支柱体系 $

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

要舍得付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

对乡镇司法所的投入# 逐步实现司

法所和法律服务所的分离$ 整合基

层法律服务资源# 积极为群众提供

法律援助# 着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

稳定# 不断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又好

又快地发展$

陈训秋在调研中要求 #认真开

展 *监狱法 +的宣传活动
*

要不断创

新载体 &创新形式 &创新手段 #坚持

求真务实 #不做表面文章 #防止和

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切实把

*监狱法 +的宣传落到实处 #确保宣

传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 同时 #要

注意多角度 &多层次 &多侧面地宣

传贯彻 *监狱法 +和近年来 (依法治

监 )的成效 #让社会更多地了解监

狱工作 #树立监狱人民警察的良好

形象 $

%司 宣&

./012%&34

司法部副部长陈训秋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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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精神学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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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消费者

协会的职能# 充分发挥律师在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中的作用# 今年
%

月份#焦作市律师协会&焦作市司法

局积极与焦作市消费者协会联系#

成立了焦作市消费者协会律师团$

该律师团由
$'

名执业律师志

愿者组成# 律师团主要为消费者提

供十项服务' 一是对消费维权领域

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二是对重大消费维权事件及时作出

反应#并以律师团名义发表观点%三

是为消费者提供相关法律信息和义

务咨询服务% 四是对严重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义务代理诉讼%

五是参与重大或典型投诉案件的分

析研究和调查调解% 六是参与当地

消协与有关部门及行业组织的协商

对话% 七是参与当地消协的法律宣

传和业务培训% 八是对当地消协履

行法定职能的活动提供法律意见和

支持% 九是对损害当地消协合法权

益的行为提供法律意见# 必要时代

理诉讼% 十是做好与保护消费者权

益的相关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焦作市消费

者协会律师团共为
#'

多名消费者

提供了法律咨询服务$

!吴永红 张运才"

焦作律师
为消费者烹制'大餐(

陈训秋在省豫西监狱调研时和干警交谈 杜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