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红 见习

记者 王 俊"昨日!郑州市政府法制

局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 "郑州市地

名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如果你认为意见稿中还有不完善的

地方!可在
!

月
"#

日前将修改意见

和建议反馈到郑州市法制局& 电子

信箱 '

$%$&'%()*&%(+,-&+.-/*

( 通信

地址' 郑州市中原西路
011

号市政

府法制局法规处(邮编'

234445

&

意见稿规定! 城市标准地名要

简明确切)名实相符)含义健康!符

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 未经省

人民政府批准! 不得使用国家领导

人的名字)外国地名)外国人名或外

语音译名称做本市地名&

意见稿规定! 门牌号应当按照

道路标准名称进行有规律地编排!

不得随意编号)无序跳号)重号&

另外!在给建筑命名为*山庄)

园)大厦)中心+等名称时!要与其建

设规模)使用功能)所处环境等因素

相一致!不能盲目攀大!名不副实&

安报讯 !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李 静"*一月内!我们共向群众发布

普法短信
"

万余条! 收到群众回复

咨询
2444

余次& 这普法短信平台

啊! 确实是普法宣传的好路子, +

!

月
3

日!郑州荥阳市司法局局长)依

法治市办主任杨赵莉说&

为积极探索普法宣传教育的

新路子)不断创新法制宣传的新形

式!荥阳市司法局 )依法治市办近

期搭建了普法宣传教育短信平台&

该短信平台主要是面向广大干部

群众! 通过发送法律知识手机短信

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

*一条普通的普法短信!却让干

部群众受到法制的熏陶! 感悟到法

制的氛围! 这种新颖的普法形式起

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值得在全市

推广& +郑州市司法局局长)依法治

市办主任刘金柱说&

!线索提供 蒋资英 王先海"

荥阳普法短信
宣传效果良好

妨害公务 公媳获刑
安报讯 代某)吴某系公媳关系&

今年
1

月!固始县公安局在执行逮捕

代某之子时!代某)吴某采取掰)拽)

夺手铐)抓咬等方式阻止!致使代某

之子逃脱& 近日!固始法院以妨害公

务罪判处代某)吴某拘役各
2

个月&

!吕志豪"

长葛市法院发挥审判延伸作用

教育学生远离犯罪
安报讯 长葛法院针对近来受理的

盗抢等刑事案件呈现出的在校学生犯

罪和犯罪人员低龄化的趋势!秉着对未

成年人教育挽救为主的方针!主动突破

就案办案的思路!力图做好刑事审判的

延伸工作! 挽救误入歧途的在校学生&

近日!该院会同市委政法委)市教育局!

在该市第一高级中学开展了一次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 !刘中锁"

养情人重操旧业触法网后悔已迟
安报讯 日前! 宁陵县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被告人吴某) 苏某二人提

起公诉&

6441

年苏某在随吴某南方打工

期间!与吴某相好并同居!

6443

年两人

返回老家后!苏某住在吴某家里!吴因

家中有妻小!为了养情人苏某!便重操

旧业干起了药狗的勾当!自
6443

年冬

天至案发!二人药死了
744

多条狗!收

入了一万余元的买狗钱& !王振海"

镇平县法院深入开展

打击#两抢一盗$专项斗争效果显著
安报讯 镇平县法院自开展打击

*两抢一盗+专项斗争活动以来!坚持

从快)从重)从严打击的原则!成立了

专门的审理*两抢一盗+案件合议庭!

制定严格的工作纪律!从而提高了办

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经过努力!打击

*两抢一盗+ 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

的成效&

!

曹 毅
"

盗窃七十九起 七被告人受审
安报讯 自

6445

年下半年以来!

金某等
8

被告人以结伙驾车盗运的

方式!窜至固始县城区居民住宅区或

家属院!先后采取翻墙入院或剪断防

盗窗方式入室行窃
89

起! 盗窃物品

价值
81

万余元& 近日!固始法院对
8

名盗窃团伙成员进行审理!法庭将择

日宣判& !王道新"

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三个结合&促进大讨论活动见成效
安报讯 濮阳华龙区法院把*新解

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和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把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大讨论的重要内

容(和政法系统当前正在开展的*大

学习)大讨论+活动相结合!强化学习

效果( 和法院各项业务工作相结合!

善于从*大讨论+活动中提高思想政

治水平!理清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

法!促进法院工作& !李红权"

罗山县人民检察院

认真做好群众来访工作
安报讯 罗山县检察院控申科对

群众来访认真登记造册! 逐一核实!

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答复& 截至目

前!该院无一重复访)缠访!为全县稳

定和谐作出了贡献& !陈愚华"

襄城县法院

预防犯罪能力进一步增强
安报讯 襄城县法院充分发挥刑

事审判政策感召力! 该从轻或减轻

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理!分化瓦解

犯罪分子! 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运

用多种刑罚手段!加大财产刑的适用

力度!摧毁犯罪分子的经济基础和政

治根基!堵住再次犯罪的源头&

!张雅芳 李冰"

范县公安局张庄派出所

侦破一起购买赃车案
安报讯 范县张庄派出所根据县

局统一部署!在*平安奥运+集中行动

中!对辖区内的重点部位)重点场所

进行清理)检查&

5

月
14

日上午
"4

时

许!所长吴贤良)指导员王富安带领

民警在清查时发现范某所骑的两轮

摩托车十分可疑! 遂将摩托车扣留!

并将范某传唤到派出所& 经讯问!范

某对购买赃车一事供认不讳&

!陈汝银 王长虹"

襄城县法院

重拳打击%两抢一盗&犯罪
安报讯 襄城县法院以党的十七

大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有关政

法综治工作部署和上级法院有关打

击*两抢一盗+暨*打黑除恶+犯罪的

工作意见!全面贯彻*严打+方针!坚

持打防并举)以打开路)注重实效(坚

持标本兼治 ) 严密防控 ) 综合治

理& !张雅芳 李冰"

谎报父死领补偿 爹告亲儿到公堂
安报讯 近日!台前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侵权案件& 原告刘太$化名%之

子刘近$被告!化名%在其父仍健在的

情况下! 弄虚作假谎报其父死亡!故

而造成刘太单位停发了刘太的退休

工资!造成刘太生活无着!精神上受

到了极大的伤害& !侯文玲 史晶"

商城县司法局召开%新解放'新跨

越'新崛起&活动动员大会
安报讯 商城县司法局迅速召开

*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活动动员

大会!局长作了题为-用解放思想导

航!领新的改革开放.的动员讲话!从

三个方面'一)举发展法宝之剑!开辟

新一轮解放思想之路(二)炼自我革

命之志!在新一轮解放思想的道路上

迈进(三)负政治使命之责!在新一轮

解放思想的道路上取得佳绩入手!强

调确保活动扎扎实实!实实在在&

!刘祥 邹传铎"

! "

责任编辑(王 霞

欢 迎 投 稿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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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人民法院队伍战斗力强 )

工作效率高! 源于有一套集司法管

理与队伍管理为一体的规章制度 &

在睢县人民法院的制度体系中 !无

论是审判流程管理! 还是机关事务

管理! 都体现了职责) 监督环环相

扣)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理念& 这

种权责分明)监督并行)奖惩一体的

管理机制! 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的目

标! 使全院各项工作呈现出了齐头

并进的局面&

睢县人民法院进一步推进司法

规范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了案件质量

评查机制)违法审判追究机制)岗位

目标考核机制等一系列内控机制& 进

一步完善立案)集中接访)带案下访

和预约接访制度!解决立案难)申诉

难问题& 完善了-禁酒令.)-警车使用

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干警
!

小时以

外的行为提出严格要求& 无论是审判

流程管理!还是考勤制度!都涵盖了

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睢县法院党组把狠抓制度的落

实作为制度治院的重中之重! 党组

成员身体力行! 带头遵守各项规章

制度!发生违规现象后!与普通干警

一样接受处罚& 同时充分发挥纪检

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 严格检查制

度的落实&

用制度管人!管出了活力!管出了

动力&睢县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

赵玉振评价说! 目前! 在睢县人民法

院! 上到院领导! 下到每一位工作人

员!都在制度的约束之中!干警的权力

行使到了哪里!监督就延伸到了哪里!

每个人的行为都被规范在这些规章制

度之中!有效规范了干警的日常行为!

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工作机制&

安报记者 张 东 通讯员 梁锦学

创建平安商丘
聚焦睢县法院
系列报道

8

制度(筑牢司法坚固屏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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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

首席记者 李俊晓
"!

月
2

日上午!郑州某餐饮公司的
64

多名

员工因前任两名经理股权纠纷 !到

郑州市直某机关的大门口静坐 !严

重影响了政府机关正常办公! 致使

附近交通一度中断&对此!郑州市公

安局金水分局对两名组织者采取治

安拘留
"4

日的措施& 据悉!这是奥

运前夕! 金水警方集中整顿信访秩

序专项行动以来! 警方对采取极端

方式企图制造不良影响) 严重扰乱

社会公共秩序者进行治安处罚的第

一例&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金水

分局获悉' 为严厉打击影响奥运稳

定) 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闹访)

缠访)无理访)到非正常上访区上访

等违法上访行为!从
!

月
"

日起至奥

运会结束期间!金水警方将率先持续

开展集中整顿信访秩序专项行动!依

法严肃处理各种违法上访行为&

据介绍 ! 在非正常上访区上

访 !无论个体访还是集体访 !无论

是否实施过激行为 !一律认定为违

法行为(对公安机关已裁决实施行

政拘留和治安处罚的违法上访人

员! 再次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 !

予以劳动教养 (到外国驻华使领馆

区*告洋状+!属严重的非正常上访

行为!直接予以行政拘留或劳动教

养& 截至目前 !金水警方已对违法

上访人依法处理 ! 其中
"4

人被行

政拘留 !另有
3

名违法上访人近期

也将受到劳动教养 ) 行政拘留 )行

政警告等不同处理&

警方告知广大市民'提出信访事

项一定要走正常上访诉求渠道&应当

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

所提出(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

得超过
3

人&

!"#$%&'()*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俊晓"昨

日下午!在著名朗诵艺术家于同云

以饱满的激情朗诵著名诗人王怀

让诗作-中国高举着圣火 .的一片

掌声中 ! 拉开了由河南省作家协

会)-党的生活.杂志社主办 !河南

省诗歌学会承办的 *奥运在我身

边+大型诗歌朗诵会的帷幕&

*奥运在我身边+ 大型诗歌朗

诵会由我省著名诗人)河南省诗歌

学会执行会长高旭旺主持!著名作

家)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省作家协

会主席李佩甫到会并讲话& 著名诗

人)-党的生活. 杂志社总编朱巍!

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邵丽!著名诗人 )河南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专业作

家马新朝!著名书法家 )河南省书

法协会副主席胡秋萍!郑州市文联

主席钟海涛!著名作家 )郑州电视

台副台长蔡越涛及诗人)作家王怀

让)高旭旺)高金光)艺辛)吴元成

等
24

余人与会! 并以诗歌的形式

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为了突出诗的特点和诗人的气

质!这场诗歌朗诵会采取了诗人写诗

自己朗诵)诗人写诗人朗诵)诗人写

诗书法家朗诵)诗人写诗妻子朗诵和

诗人写诗画家朗诵
3

种相结合的方

式&其中!著名诗人马新朝诗作-巴顿

将军.) 著名诗人高旭旺诗作-

644!

!

我们出发.! 已入选由北京奥组委编

辑出版的-

644!

!奥运诗选.一书& 这

场大型诗歌朗诵会由河南电视台)郑

州电视台联合录制!将在黄金时间向

观众播出&

以诗的方式
喜迎北京奥运

安报讯!记者 汲瑞
0

文图"*请

让我握一下奥运火炬/祥云0吧!我

也想和/祥云0拍照留个影儿11+

昨日!郑州石佛劳教所为学员举行

了一次隆重的*祥云+火炬模拟传

递仪式& 传递结束后!近
644

名学

员争着触摸火炬并与火炬合影留

念&*做梦也没想到!作为一名身在

高墙内的劳教人员!能和火炬这样

亲密接触! 我们没有被遗忘和抛

弃& +学员张某说&

虽然是模拟 *祥云 +传递 !火

炬可是真的!它是
8

月
6!

日奥运

火炬在安阳传递时第六十五棒李

振华传递过的! 她是郑州石佛劳

教所的一名干警& 李振华说'*作

为一名奥运火炬手! 在安阳传递

完第六十五棒火炬后! 我就完成

了火炬手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 &

但作为一名肩负着教育转化劳教

人员的劳教人民警察! 我的任务

不但没有完成! 而且更感受到责

任的重大和使命的神圣& +

!线索提供 王 宇"

巴掌大的地儿
不能随便叫山庄了

-郑州市地名管理规
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火炬%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