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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留守儿童辨假识假能力! 南阳市第六小学请

来南阳市工商局卧龙分局的工商执法人员! 为校内留守儿

童讲解辨别假劣食品的知识" 宋同杰 付海厚 摄影报道

安报讯 !记者 吴倩 程玉成 通

讯员 张永波 周玉国"昨日!周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大学#启动暨誓

师动员大会隆重召开$ 据悉!这是该

院在提倡打造一支专家型% 复合型

法官队伍方面的具体创新举措$ 该

院在关于创办&法院大学#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要求)法

官每季度最少要选读一本书! 读完

后本人要写出不少于
!"""

字的书

评!或者写一篇案例分析!文章要进

行评比! 同时此项举措将纳入部门

年度目标考核和个人绩效考核$

打造专家型队伍

周口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 %院

长张明山说! 他们提出的 "法院大

学* 就是在周口市两级法院开展大

读书% 大学习活动! 营造一个讲学

习%重学习%比学习%爱学习的浓厚

氛围!真正把争当学习型法官%争创

学习型法院的要求落到实处$

&我们的目的是努力打造一支专

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 *张明山

说!根据周口市中级法院确定的&素

质建院* 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要求!结

合法院经费紧张%案多人少%任务繁

重% 无法使更多干警脱岗或半脱岗

参加学历教育的实际情况! 他们决

定在法院创办&法院大学*!即把法院

当学院%把书本当老师%全体干警当

学员%业余时间当课堂!倡导人人都

读书%全员动手写文章!院长 %庭长

作榜样! 力争通过三年到五年的努

力! 使全院干警的整体素质全面得

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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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的法官要达到研

究生实际水平! 实现由学历培训到

能力素质培训的转变! 努力打造一

支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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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多云到晴!其他地区

晴间多云!全省偏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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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左右#下午到夜里!全省晴

转多云!自北向南先后转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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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为国务委员

安报讯!记者 李俊晓"&各级公

安机关要切实加强领导! 迅速成立

组织!采取倒计时工作法!以决战决

胜的姿态! 确保
'

月底之前全部完

成工作任务$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熊文修说$ 记者昨日从

省公安厅获悉! 省公安厅将采取倒

计时的办法! 在目前县级公安机关

机构改革已经完成
#%(

的基础上 !

继续强力推进县级公安机关机构改

革工作!确保
'

月底前全部完成$

为此! 省公安厅明确了机构改

革的时间表!

$

月底之前! 各机构人

员必须到岗%到位!新机构开始正常

运转$ 完不成任务的!今年度整体工

作绩效考评均按零分处理$

设机构不得超过
#$

个

根据公安部要求!本次县级公安

机构设置中! 执法勤务机构设置包括

指挥中心%国保大队%刑侦大队%交通

管理大队%治安管理大队+综合管理机

构包括)政工监督室%法制室%警务保

障室$各地还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增

设若干机构$县级公安机关内设机构

总数控制在
)"

个左右 !其中 !选设

机构最多不超过
%

个! 并须经省级

公安机关核准$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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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

月
"#

日上午 ! 十一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举行闭幕

会 $ 闭幕会后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

请 !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大会

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

提出的问题$

六月底$我省县级公安机关改革将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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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十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会

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提名!决

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 李克强%

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为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梁光烈%马凯%孟建柱%

戴秉国为国务委员$

会议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

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名信$

经过发票%写票%投票%计票等环

节!下午
#

时
"%

分!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路甬祥宣布)

李克强%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

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梁光烈%马

凯%孟建柱%戴秉国为国务委员$

路甬祥还宣布了国务院秘书长和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名单$见
"!

版%$

各项名单通过时 !会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二号主

席令 !根据大会的决定 !对这次大

会表决通过的国务院其他组成人

员予以任命$

&南京彭宇撞人案'一审裁定

彭宇承担
#"(

的责任! 后原被告

双方均提出上诉" 承办此案的南

京中院在二审时做了大量调解工

作! 现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协

议!撤回上诉" 案件有了结果!可

结果却秘而不宣! 据报道此事的

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 和解的结

果是彭宇承担
)"(

的责任! 赔偿

徐寿兰老太
)

万余元"

该案一审判决书通篇讲的

都是 (常理 )*(情理 )!而不是法

理+如今二审的调解结果法院竟

然不敢公开! 浓烈的人为痕迹!

稀释了法律色彩" 当然!双方当

事人有权选择和解!只是让对此

案期盼已久的人们倍感失望!同

时不解, 若没有证据证明彭宇撞

人!那赔偿从何谈起-

应当承认! 二审法院做了大

量工作! 但最终只是数字上的变

化+ 若果真是助人!那此结果对社

会的负面影响将无法估量+ 这将

把一个(遇人摔倒扶还是不扶)的

两难选择交给民众+

针对这起事关文明生态环

境的特殊案件!我们不能接受一

审的所谓(推理)判决!也不能接

受二审调解得来的表面和谐+ 我

们要一个明明白白的结果,彭宇

是撞人还是助人! 若是后者!要

担责赔钱! 哪怕赔偿一分钱!都

是法律之耻+

没有证据的赔偿
是法律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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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洛宁县大原小学(留守儿

童之家)正式投入使用+ 洛宁县是劳务

输出大县!该县在外出务工比较集中的

村庄投资建设了(留守儿童之家)!购置

有图书*玩具*体育用品!由住校教师代

为管理!为留守儿童提供了课外学习娱

乐场所!使留守儿童能够健康成长+

左图%下午放学后!在(留守儿童之

家)!

;

岁的留守儿童程小慧依偎在老师

的怀里看图书+郭玉涛 冯河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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