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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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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广

东省中山市某物流公司员

工河南省唐河县的曾某在

单位宿舍内洗澡时因燃气

热水器煤气泄漏致死 !事

发后公司拒绝赔偿! 唐河

县法律援助中心与中山市

法律援助中心异地协作 !

使当事人获得
"#

万余元

赔偿"

$

月!王某的儿子在河

北安新县三台打工时 !晚

上
""

时不慎从宿舍楼摔

下!造成头部骨折!失去记

忆!精神失常!唐河县法律

援助中心与安新县法律援

助中心异地协作! 最终厂

方赔偿王某各项损失
%

万

余元"

据了解!唐河县有
!#&

以上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农

民离开家乡! 远走外地!在

工作生活中存在许多困难!

一旦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很

难得到解决#维护!处理不

当! 极易引起矛盾激化!影

响社会稳定"

唐河县法律援助中心

针对此情况!开展农民工法

律援助异地协作!维护农民

工权益" 本年度成功与广

东#浙江#安徽#河北等多个

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异地协

作!共办理
'

件农民工援助

案件!为当事人避免和挽回

经济损失
$%

万余元! 有效

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马中武 魏绍坡 赵长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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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河南省司法厅联办

$一%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

人民调解工作! 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和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二%乡镇#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

员需具备高中以上学历&专职调解员

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首席调解员应

从事人民调解工作
!

年以上#大专以

上学历或从事人民调解工作
%

年以

上#高中以上学历&专业性#行业性调

解员还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三%品行端正!没有受过刑事

或劳动教养处罚!未被开除过公职&

$四%年龄在
"$

岁以上
(%

岁以

下&确因工作需要的!年龄可适当放

宽!但最高不超过
'%

岁&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身体健康" "司宣#

安报讯 '作为一名劳教人

民警察
)

要围绕五个关键问题!

即科学发展观是什么# 中央提出

科学发展观为什么# 科学发展观

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科学发展观

要我们做什么(()

"#

月
*+

日

上午! 省第三劳教所会议室座无

虚席!该所党委书记#所长刘宗豪

在为全所党员上党课"

自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以来! 省第三劳教所认

真贯彻落实省司法厅# 劳教局的

安排部署! 按照活动实施方案的

要求!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

选动作有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学习"

据悉! 该所在这次学习实践

活动中所有党员领导干部! 上党

课至少
%

次以上!集中学习不少

于
*#

课时" 同时!该所党委成员

带头写学习笔记! 带头到联系点

作辅导报告#上党课!学习成效明

显"

"王浩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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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首席记者 赵 蕾 特约记者 连 欣

今年以来!省司法厅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管行业必

须管行风)的工作原则 !认真落实

纠风工作责任制!扎实开展为群众

办十件好事#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

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率!司法行政

系统的良好形象让群众眼前一亮"

!"#$

分级负责

对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政风行风

警风建设实行分级负责" 省司法厅

重点对
"$

个省辖市司法局进行考

核! 省监狱管理局重点对省属监狱

进行考核! 厅劳教局重点对省属劳

教所进行考核! 省律师协会重点对

厅直律师事务所进行考核! 省公证

协会重点指导
"$

个省辖市公证处

行风建设工作! 省司法鉴定人协会

重点对省属司法鉴定机构进行考

核!省法律援助中心重点对
"$

个省

辖市法律援助中心进行考核 !县

$市#区%司法局重点对法律服务所

进行考核" 各省辖市司法局和省监

狱管理局#厅劳教局#河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省律师协会#省司法鉴定

人协会#省法律援助中心#省厅基层

处均制订了民主评议政风行风 $警

风%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考核细则!

年底考核后!分别排出位次"

%&'(

诺出必践

省司法厅以关注民生#切实解决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公开承

诺为民办理
"#

件实事" 省司法厅成

立了由厅长王文海为组长的省厅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各单位都严格实行

一把手负责制" 省厅加大督察力度!

对践诺情况进行抽查暗访" 今年
'

月

份!省厅派出由厅级干部带队的督察

组到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导" 厅纪委#

厅警务督察处每月对落实情况进行

抽查!下发了督察通报!对执行不力

的严肃批评!限期整改" 今年年底!

"#

件实事落实情况将作为政风行风建

设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

)*+,

坚决整改

省政府纠风办向省司法厅反馈

-./0

彰显形象

省司法厅始终把监督检查作为

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 派出
!*

名行

群众对司法行政系统的意见后!省

司法厅高度重视!认真梳理后!向全

系统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风

行风评议群众意见建议整改工作的

通知+!制订了整改方案!从厅领导

带头!分工负责!抓好落实"同时!要

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整

改问题的重要性!把'从人民群众不

满意的地方改起! 从人民群众满意

的地方做起) 作为整改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明确了八项整改内容

和八项整改措施! 出台了二十项便

民利民措施"

与此同时!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通过各种形式! 进一步公开了

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征

求社会各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意

见!聘请了
"#

名省人大代表为政风

行风监督员!明确了监督内容#监督

职权#监督方式和监督问题的处理!

畅通了监督渠道"

风评议代表!组成
"(

个检查组!分

别对全省
"$

个省辖市司法局#部

分县$市#区%司法局及律师事务

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

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中

心和
%"

家厅直属律师事务所#部

分厅直属司法鉴定机构政风行风

建设情况进行了明察暗访"对发现

的问题! 逐个下发整改通知书!责

令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上报省

厅纠风办"

厅党委改革厅警务督察体制!

成立了司法厅警务督察委员会!针

对全省监狱劳教所贯彻落实司法

部和省厅关于监所安全稳定工作

部署#落实司法部双'六条禁令)#

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特别是领导班

子成员值班履行职责# 监狱劳教

人民警察对罪犯和劳教人员 '三

大现场) 管理和警车管理使用等

五个重点方面的情况进行督察"

在督察中! 督察组共发现各类问

题
,##

多条! 下发四期督察通报

和
*'

份督察建议书!责成有关单

位处分违纪干警
*%

人!并提出了

改进工作要求"

近日% 在新乡市劳教邀

请下% 新乡市疾病防控中心

艾滋病防治科一行五人到劳

教所为
/33

余名劳教学员进

行体检&

杨丽 摄影报道

为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进一步弘

扬奥运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调动服

刑人员改造积极性%活跃监区文化%省监狱

系统服刑人员第九届篮球赛
.3

月
/4

日开

幕& 来自全省监狱系统
56

支代表队分豫

东'豫南'豫西'豫北四个赛区进行预赛%各

赛区前两名在省豫北监狱进行决赛&

汪涛 齐世亮 摄影报道

法援在线

1234 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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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带头上党课

安报讯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中! 省未教所结合未教

工作实际! 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提高教育矫治质量为主题!做

到坚持解放思想! 创新未教工作

新思路&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管理

教育的新机制&坚持科学施教!创

新教育矫治的新途径& 坚持求真

务实!创新管教工作的新实效&坚

持清正廉洁! 创新公正执法的新

举措&坚持教育训练!创新队伍素

质的新提高"

"邬德学$

:@>?

做到(六坚持六创新)

担任人民调解员的
条件是什么

ABCDEF

律师法制报告团进校园
安报讯 今年

%

月份以来!罗

山县司法局多次组织律师法制报告

团先后深入到该县子路镇#朱堂乡#

竹竿镇中心学校和城关一中# 罗山

高中等城关初高级中学给青少年学

生作法制报告"

法制报告会上!律师针对学生法

制观念淡薄和易违法犯罪的特点!分

别给他们讲解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知识!并结合法律条文讲解具体的案

例!同时告诫青少年学生要远离不良

行为!不违法犯罪!做一个遵纪守法

的好学生" *魏霞#

GHI

对村干部进行培训
安报讯 近日! 在漯河市郾城

区!来自
"'$

个行政村的
!##

多名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参加了一期

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培训!这是该市今

年对全市干部职工和农民开展一系

列法律知识培训活动之一"

据了解!今年以来!漯河市各县

区先后组织各类法制宣讲团进乡入

村!依托农民法制夜校!农村集市#

庚会和现代远程教育信息平台!对

村'两委)干部#党员#群众开展法制

宣传和专题培训! 并向农民群众免

费发放法制宣传资料
$#

多万份!各

类法律知识手册
*

万多册! 举行法

制文艺演出
(##

多场次" 该市法律

援助中心还针对农村提出了法律援

助'应援尽援)的口号!使广大农民

群众充分享受到法律阳光的温暖"

*张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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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调委会主任素质
安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期

人民调解工作! 提高调解工作的艺

术和水平! 打造一支能够适应新形

式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民调解队

伍!近日!济源市司法局利用两天时

间举办了全市首期村级调委会主任

培训班! 来自城区
%

个办事处居民

委员会#社区的调委会主任共计
$#

余人参加了培训"

在此次培训班上! 全体学员系

统地学习了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知

识!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方法#

技巧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人民调

解文书的使用等内容" 大家一致反

映!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

通俗易懂!通过听课开阔了思路!学

到了知识!提高了调解技能!为今后

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麦翠平 徐海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