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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协法工委原副主

任刘尚武也是一位廉政监督

员! 他说"#可能是以前在政协

法工委工作的缘故$我对%今日

安报 & 有着独特的关注和情

怀!'刘尚武说$该报的%以案说

法&(%法治故事&等几个版都做

得不错$ 从报纸的报道版面也

可以看出$ 报纸和法院系统的

结合很紧密$ 不管是对重大工

作举措还是对重案要案的报道

都很到位$因此$使每个廉政监

督员人手一份 %今日安报&$将

使他们更好更快地了解法院的

工作$正确行使监督职能)

刘尚武还提了一个建议"

省法院给每个廉政监督员订阅

了%今日安报&$这说明其对自

己的工作有信心$ 敢于接受监

督$因此$希望%今日安报&以后

能加大监督力度$ 做报道不仅

要会说成绩$还要敢于说不足$

发现法院工作中的违规违法之

处$ 要直言不讳$ 甚至犀利尖

锐$做真正的党和人民的喉舌$

传达最基层民众的声音* 刘尚

武说$ 张立勇院长自从履新以

来$一直勤政务实$在工作中特

别注重司法为民理念的实现$

这一点我们从#大接访'+,田间

地头审判' 等工作中已经明显

感觉到$因此$我觉得全省各级

人民法院领导都应该秉承这种

理念$敢于接受%今日安报&的

监督$敢于把自己的缺点(不足

和困难暴露出来$ 并依靠自身

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来改正$

使自己的工作日臻完美-

昨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法院#为全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廉政监督

员赠阅的%今日安报&将正式传递到代表和委员们手中' 对于省法院的这一举措!代表$

委员以及廉政监督员都认为!省法院自觉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更公开

地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监督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

度!更有利于他们对政法工作尤其是法院工作的了解(

省人大代表蔡德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自己不仅是省人大代表$还是省法院的

廉政监督员$ 对于省法院为全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订阅%今日安报&的举措$他认为$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直接和基层的人民群

众打交道$最了解民情和民意$知道群众所

需(所求$因此$省法院的这个举措是主动接

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监督的一个姿态*

,张立勇院长要求法官要带着满腔热

情去办理每一起案件..'采访中$蔡德龙

代表对省法院出台的举措和活动如数家珍*

,接访的案件总有一天会越来越少*'蔡德龙

说$省法院在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邀请发言

的时候$他认为,大接访'的举措非常好$就

是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同时还建议过让,大

接访'形成一种制度等多方面的建议*

,我曾经专门订阅过%今日安报&$是该

报的老朋友了$安报内容很丰富$也很有可

读性* '蔡德龙说$听说%今日安报&最近要

恢复%河南法制报&报名$这是个值得庆贺

的事情$ 他希望报纸今后在办报方向上更

要突出法制特色$多替百姓说话$多写反映

民生的文章$以此赢得读者和市场*

蔡德龙表示$今后自己还将更好地行

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人大代表职责$多提

建议和意见$以此促进人民法院进一步做

好审判工作$加强法院队伍建设*

省政协委员张传文说$ 省法院

给每一位政协委员赠订%今日安报&

这种举措很好* 通过阅读 %今日安

报&$政协委员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法

院工作$可以更好地参政议政$这也

表明省法院在用具体行动主动接受

政协委员的监督$ 这是一个创新的

方式$必将收到很好的效果*张传文

说$ 当他收到省法院致政协委员的

一封信时$非常激动$当即就想给省

法院回信表示感谢*

听说报纸即将恢复 %河南法制

报&报名$张传文说$今后自己一定会

好好关注该报$多了解法治方面的信

息* 记者问他对报纸内容有何建议

时$他说$今后法院工作要更加透明

地反映在报纸上$报纸改版后$法制

特色就更加明显了$报纸要多增加法

理方面的内容$或者可以开辟%省人

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专栏$因为这些

代表和委员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现

在社会上也更加提倡法治$政协委员

们对法制了解得多了$才能更好地了

解社会和群众的需要$从而提高自身

的知识面和素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说出心声-

对于明年的,两会'的初步建议$

张传文也简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着力改善民生* 所以他认为$

明年的,两会'还应该是在关注民生上

下工夫* 因为党的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都是为人民服务$农业+农村+农民是

全党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三农' 问题

也需要全党和全社会的关注* 只有大

家生活都富裕了$整个社会才是一个

真正和谐的社会$老百姓日子都过好

了$才能使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省政协委员冯军义是一名

律师* 他说$省法院的举措是自

觉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媒体的监

督之下$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工作

态度$彰显出了司法公正+为民

服务的宗旨$更有利于政协委员

和人大代表对政法工作尤其是

法院工作的了解$同时也为政协

委员和人大代表对政法工作的

监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冯军义说$%今日安报&是

一个专业的法制类报纸$ 除了

报道法治事件外$ 他还建议报

纸能增加一些法治理论性的内

容和关于对法理的探讨$ 还可

以开辟法律援助热线$ 与律师

事务所+ 法律援助中心等相关

部门合作$ 这样对于报纸本身

来说$可以增加新闻线索$对于

需要帮助的人来说$ 也能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提起明年的,两会'$冯军义

说他将继续关注民生$继续关注

老百姓日常关心的水+电+气+暖

等最普通最正常的生活$在他的

理念中$,为人民服务$让群众满

意$解决好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小

问题'就是自己的一份责任*

省法院的廉政监督员郭守

宪原是%河南法制报&的副总编

辑$目前是河南省记者协会副秘

书长* 他说$今天收到省法院送

阅的%今日安报&$感触很深$觉

得这是一个三方三赢的好举措*

他说$首先$对于%今日安

报&来说$这份河南省唯一一份

以法制为特色的专业报$能通过

省法院订阅的渠道送达到每个

廉政监督员手中$不仅扩大了读

者群$提高了报纸影响力$而且

践行了报纸的,三贴近'原则$更

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把民主

与法制带给了社会不同阶层的

人群$ 实现了报纸传播知识$推

进民主法制进程的办报理念*

其次$ 对于省法院来说$能

有这个意识$能将此意识付诸行

动$觉得难能可贵* 作为人民法

院$ 本来就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监督往往缺

乏依据+缺乏渠道$现在法院能

够把随时反映他们工作动态和

工作成果的报纸送给我们这些

廉政监督员阅览$证明了法院接

受监督的决心有多大$诚意有多

真- 我省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一

向是比较透明的$但是这项举措

将使法院工作的各项信息更清

晰明了$也有利于廉政监督员发

现好的工作方法$纠正不好的工

作措施$客观上促使了法院工作

的良性发展*

,对于广大廉政监督员来

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郭

守宪说$,平时$我们各自都有各

自的工作$虽然明为法院的廉政

监督员$但是碍于时间和空间限

制$ 对法院的具体工作知之甚

少$一到提意见时$就会觉得无

从说起$无的放矢$提的意见不

确切$不到位$该肯定的成绩没

肯定$ 该发现的错误没发现$有

时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似乎是

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现在有了

每日反映法院工作动态的%今日

安报&$ 监督员就可以密切关注

法院的一举一动$等下次提意见

时$相信肯定会有的放矢$准确

到位$使大家更好地在其位谋其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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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省法院赠阅 %今日安报& 的举

措$我举双手赞同* '昨日上午$素有,议案

大王'之称的省人大代表尹志国对记者说$

自己前几天已经收到了省法院寄来的信

函$心里很感动* ,实际上$今年以来$我们

已经通过各种形式了解到了全省法院的

工作*比如$省法院寄来的上半年工作报告

和下半年工作报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了

解到法院的工作$不过$阅读%今日安报&$

将更能直观地让我们了解法院的动态和

举措* %今日安报&是我省唯一一家法制类

报纸$过去也经常看这份报纸$感觉内容很

活泼$文章比较贴近民生* '

尹志国说$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刊登

的一篇省法院院长张立勇答记者问的报道$

其中有一段张立勇的回答最让自己感动* 文

章中称$在谈到如何确立法院工作标准问题

时$张立勇说$要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

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法律是由人民制定

的$法律实施得如何$最终要由人民说了算*

,一切都由人民说了算$ 省法院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尹志国说$张立勇

在任何时候总是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因

此自己作为人大代表$对法院的工作充满

了信心*比如$法院今年
!

月开展的,大接

访'活动$承诺人人受接待$件件有回音$

这个承诺就很大胆$是非常负责任的* 自

己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是法院和群众沟通

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自己经常去省法院

反映一些 ,民间冤情'$ 省法院的书面回

复$自己都非常满意*,并不是改判了原来

的结果才满意$而是省法院对工作认真负

责的态度让自己感动* '

对于明年,两会'对法院工作有何建议/

这位,议案大王'说$自己在今年,两会'时$曾

提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司法救助$省

法院非常重视$落实得非常好$不仅采纳了这

个建议$还专门把自己请去商议该议案救助

的办法$这体现了省法院对人大代表的重视

和尊重*对于明年的,两会'$他初步考虑想提

的建议是$让,司法救助金'变成,基金'形成

制度化$以更好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彰显为民服务宗旨

三方三赢的好举措

,议案大王'的感动和建议

,促进更好履行职能'

,想给法院写封感谢信'

活动最后两天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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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还有这么神奇的药$双

膝患病近十年 $疼痛 +僵硬 +肿胀积

水+蹲不下+站不起来$上下楼还得斜

着身子走$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不见

好$医生建议置换关节..两个月前

女儿给买了
"!

盒仙草祛痛膏$ 贴了

!

天就感觉好多了$才
#

个月$现在

跑步都没问题*

仙草祛痛膏北京专家研制$专治

膝关节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

半月板损伤 $ 急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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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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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赠品试用无效退药退款

一个疗程
&'

天 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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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骨病专线 "

4356

#

//47.783

外地邮寄 药到付款

经销地址" 郑州市河医门诊楼斜

对面九州通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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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法院工作日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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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尹志国在阅读本报 安报记者 祁飞 通讯员 赵根喜 摄

省政协委员冯军义在看省法院寄来的信函 吴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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