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三毛集团

激励员工 完善服务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

员 牛凌峰 袁永生"项城市人民法院

干警在执行一起离婚案件中! 不辞

辛苦!

!

次上京! 通过做大量耐心细

致的工作! 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协议!达到"双赢#的效果$ 昨

日!当事人特来法院表示感谢$

"##$

年
%"

月!家住项城东大

街的女子张某因夫妻感情不和!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丈夫张某某

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

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两

人离婚! 两个孩子由男方抚养!夫

妻共同财产%%%位于北京市常青

园小区
%

号楼
%

门
%#%

房一套!评

估价值
%&!'($

万元!购房共同债务

($')

万元清偿后! 下余款项由双方

平均分割!每人应分
$(')(

万元$

判决生效后!男方未主动履行

义务$ 执行中!法官考虑其在北京

做防腐生意
%#

多年不回家! 遂制

订了周密的执行方案$ 尽管如此!

执行人员在执行张某某时仍然遇

到了种种阻力!他认为该房产是自

己个人所有! 法院不应该依法分

割!并扬言要组织多人上访!坚决

不配合法院执行!致使该案陷入困

境$执行人员不畏困难!克服阻力!

一次不行两次& 三次!

!

次去北京

执行该案$

张某某看到执行人员一行
(

人住在一间普通招待所里!因天气

炎热!全身起满痱子!干警午餐只

是一碗拉面!尤其得知执行干警董

洪田家中母亲重病而不能回家时!

被其行为所感动!主动要求与申请

人和解$ 经多次协商!张某某愿意

一次性支付张某
$#

万元! 从而使

该案圆满执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宏超 褚苗玲 "

为强化领导责任!扎实开展好'讲党性

修养&树良好作风&促科学发展(活动!

偃师市检察院通过强化领导责任!确保

了各项活动任务责任到人! 落实到位$

具体措施有三) 一是实行领导包干制

度$ 按照每位分管领导的职责分工!划

分包干科室并签订责任书$二是实行领

导责任追究机制$ 建立了由检察长&各

分管领导&科室长&副科室长组成的四

级领导体系!实行一级对一级负责$ 三

是实行活动情况通报制度$四是实行领

导带头制度$要求各班子成员和中层领

导带头分析!查找问题$ 五是实行领导

帮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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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安机

关的防控和打击能力! 昨日

上午!信阳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长李长根来到光山县公安

局督察指导工作! 详细察看

了该局城区动态闭路监控中

心和公安信息化培训中心#

图为李长根操作对该局

治安闭路监控系统$

记者 陈建章

通讯员 余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何心灵" 近

日! 鹿邑县张店乡党委和政府组

织司法&公安&民政&妇联等单位

联合送法到校园! 收到良好的普

法宣传效果$

张店乡计生协会为了让学生

了解法律和交通安全知识!进一步

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与守法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近日!他们到

张店一中&二中宣传法律和交通安

全知识!针对青少年学法&守法&用

法和青少年青春期的卫生保健知

识进行详细的讲解$宣传活动促进

了广大师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

高了广大师生的法治意识$

法制进校园
呵护青少年

本报开封讯
*

记者 祁飞"近日!开封

市三毛集团召开
"##&

年员工代表大会!

集团董事长杨勇& 总经理朱红等人向

"##

余名优秀员工颁奖$

会上!三毛集团董事长杨勇说!召开

员工代表大会!就是要弘扬'三毛精神#!

奖励资深优秀员工!把'三毛事业是良心

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为开封市民提供更

优质的产品和更完善的服务$多年来!三

毛集团秉承'有容乃大!合成天下#的理

念!相继成立了商业&温泉&旅游&服饰&

水业等
)#

多家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开封

市乃至河南省的知名企业$

本报讯 郑州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办

税服务厅在'以纳税人为关注焦点#的全

新服务理念指引下!经过不懈努力!连续

%"

年获得'省级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多年来! 该办税服务厅坚持以纳税

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不只停留在'微笑服

务!热情待人#等服务上!而是积极探索

新的服务方式!简化办事程序!严格遵守

'首问责任#制!按'承诺服务#&'限时服

务#&'延时服务#的标准开展工作!制作

发放了'办税明白卡#!完善文明办税'十

二公开#等资料!进一步增强了办税服务

厅的效能!提高了办事效率$ !王 黎"

!"!#

即时点评

本报#即时点评$评论专栏%力

求用简短有力的文字对发生在我

们身边的政法工作&事件&现象作

出中肯的点评% 侧重一事一议%欢

迎省内广大政法工作者赐稿'请注

明#即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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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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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检察院

多举措强化领导责任

郑州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办税服务厅

创新方式提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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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童

吸什么烟%吸多少"完不成任

务怎么处理&&湖北省公安县政

府竟然出台'红头文件(对这些问

题作'明文规定()全县一年'计划

抽烟(

"')

万余条
+

按每条烟
%$#

元

的标准计算!全县一年要完成'公

款吸烟(任务近
(##

万元!未完成

用烟计划的单位将被扣减公用经

费# *昨日本报
#,

版报道+

此文一出 !舆论哗然 !网上

跟帖数千!多现'旷世奇文("'最

牛之吸烟令 ("'滑天下之大稽 (

等用语!讽其可笑之至$

这一逼人吸烟的红头文件

不仅可笑!而且可恨"可怕$

言其可恨!一是与我们提倡

的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尽

量少吸烟 "不抽烟 (的文明导向

相悖$ 精神文明建设不积极倒也

罢了!还要逼人抽烟, 二是干涉

公民的自由$ 不仅逼人吸烟!还

得吸够'任务量(!且要吸指定的

牌子$ 三是公然搞地方保护$ 公

安县有关领导解释 !'出台这个

文件!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

经济作贡献($ 如果每个地方都

强制性'引导 (为 '地方经济 (作

贡献!如何搞市场经济, 四是造

成公款挥霍$ 全县一年要吸掉近

(##

万元-

(##

万元哪来的!还不

是纳税人的钱- 还不是慷我纳税

人之慨- 五是滥设机构!乱授权

力$ 报道中还特别提到!公安县

不仅下文件 !还专门成立 '卷烟

市场整顿领导小组(! 组织专门

人员到每个单位检查 !'看烟灰

缸"翻垃圾篓(!发现烟头是外地

品牌马上罚款$ 这些滥设的机构

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有

乱授行政权力之嫌$

通过这个文件可以看出!这

里的公权力已滥用到肆无忌惮的

地步$ 其林林总总的可恨之处揭

示出可怕的问题)领导的法制观念

淡薄到令人咋舌! 出台这等荒唐

文件!要么不懂行政许可法!要么

视行政许可法为儿戏!更勿提凡涉

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听证的

法律程序了$无视甚至践踏法律的

领导是可怕的$还有一些延伸性的

危害也很可怕)

(##

万元的吸烟款

从哪里出,很难说不会挪用领导认

为'不那么重要的(款项!如扶贫专

项资金!如教育资金$ 由此带来的

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宁愿相信! 这种可笑"

可恨 " 可怕的红头文件只是个

案$

!"!#

即时点评

456789:;<

=>?=@?=A

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刘桂琴"基层检察机关在控申接待&处

理涉检涉法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上访群

众对检察机关的解释& 答复不信任的

情况$特别是申诉案件!由于申诉人长

期同司法机关打交道! 一些人对司法

机关存在一定的对立情绪! 总是对检

察院的解释或复查结论抱有疑问$ 面

对这一难题!作为'全国文明接待示范

窗口# 的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检察院控

申科! 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的

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充分的论证&

试行后!借助律师这一资源平台!与区

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实现了资源对

接!今年初开始推出了*律师同步介入

检察机关信访接待工作办法+$

该办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同步介

入检察机关信访接待工作的目的是

为了 "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

谐(! 并具体规定了律师同步介入检

察机关信访工作的范围),一-对检察

机关的解释& 答复不信任的上访案

件.,二-牵扯多部门的疑难&复杂的

上访案件.,三-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

事申诉案件.,四-申请国家刑事赔偿

的案件.,五-生活确有困难的弱势群

体到检察机关求助的辖外案件.,六-

其他检察机关控申接待人员认为需

要律师介入的上访案件$

在工作方法上!由检察机关控申

接待干警与所建律师库的律师电话

联系!上访人直接与律师就有关法律

问题进行沟通&咨询$ 操作中!律师同

步介入检察机关的信访接待!在控申

接待干警的引导下!协助检察机关做

好法律解释&化解矛盾工作$ 对上门

求助检察机关的弱势群体!由控申接

待干警联系所建律师库的律师为其

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

通过郾城区检察院
)

个多月的

运行!律师同步介入信访案件
$

件!

全部实现了息诉罢访$ 律师以中立

者和专业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协助

检察机关对上访人做了解释& 说服

工作!既在化解矛盾&定纷止争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又维护了上

访人和申诉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

汝州法院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
本报讯

)

月下旬以来!为深入开

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汝州市

法院一是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活动机

构!二是结合本院实际制订了切实可

行的活动方案!三是详细安排了活动

日程! 四是建立了内部指导督察制

度$ 同时把该项活动与当前该院正在

开展的整顿活动&调解年活动结合起

来! 以各项活动为契机促进工作!在

工作中检验活动成果$ !焦玉川"

司法救助终和解 数年死案一日结
本报讯 为了深入扎实开展调解

年活动!近日!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在

区委政法委的直接领导下!对执行死

案&执行难案认真研究梳理!通过司

法救助执结一大批长期找不到被执

行人的无人案&无财产可执行的无钱

案& 申请执行人生活特别困难的案

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

谢时中
$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注重检察特色
本报讯 睢县检察院结合检察工

作实际
+

将检察特色贯穿于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之中$ 该院在活动中

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

努力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反腐倡廉建

设&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
+

深入开展具

有检察特色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
+

提高了加强法律监督&服务和促

进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

%

马 力 祝国东"

永城法院用先进的精神凝聚人心
本报讯 永城法院培养干警公平

处事!公正司法的能力.形成严谨的

工作态度&高质的工作业绩.沁润崇

尚学习!敏锐思考的精神状态.树立

一心为民& 热情服务的工作作风.培

育'团结奋进&锐意创新(的团队精神

和'有第一就争&有红旗就扛(的争先

创优意识$ !刘 波 刘国明"

宁陵法院+三心(执结案件
本报讯 自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以来!宁陵县人民法院着眼于构

建和谐社会! 积极探索执行新机制!

在执行策略上结合科学发展观灵活

运用'耐心&细心&决心(!严格把握执

行力度和尺度!多辟执行蹊径!从而

顺利执结了一大批执行难案$

!王守亮"

真才实学 亮丽青春,,,省内黄

监狱团委开展#八个一(活动纪念

五四青年节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

增强团员青年的主体意识!展现团员

青年的时代风貌!营造良好的青年舆

论氛围!结合监狱正在开展的警察综

合素质教育训练活动&大学习大讨论

活动&讲树促活动以及监狱管理专项

整顿活动!河南省内黄监狱团委组织

开展了'真才实学&亮丽青春(%%%纪

念建团
,$

周年&五四运动
&#

周年系

列活动$

主要开展了'八个一(活动)将五

月份一个月定为'团员青年读书月(.

为每名团员青年发放一份读书倡议

书.举办一次读书月启动仪式!监狱

%(

周岁至
",

周岁的团员青年参加!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昝世广同志和

党委委员&副调研员&政治处主任王

阳生同志作重要讲话!监狱团委副书

记王雅桢同志主持会议.向每名团员

赠送一本对工作&生活具有指导意义

的书籍!为此监狱团委专门购买了
$#

余本不同类型增强个人修养的书籍.

要求每名团员在读书月期间至少读

一本好书!并列出了重点阅读书目和

篇目.建立一个'共青团书架(!推荐

有教育意义& 可读性强的有关励志&

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书籍!供广大团

员青年阅读.举办一次'读书心得交

流会(!交流读书心得体会.举办一次

读书总结表彰大会!届时将评出'读

书学习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陈会兰 王军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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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左明星"'青

年人就要有青年人的样子$要培养

激情&释放激情&燃烧激情!敢于创

新!勇挑重担/ (昨天!在省司法厅

举办的学习焦裕禄精神&纪念五四

青年节演讲比赛上! 厅党委书记&

厅长王文海这样勉励司法行政系

统广大青年$

省司法厅这次以'学习焦裕禄

精神&献身司法行政事业(为主题

的演讲比赛吸引了厅机关几十名

青年报名$ 预赛中!

%#

名选手脱颖

而出!进入了昨天的决赛$最终!厅

宣教处连欣以题为*用焦裕禄精神

点燃青春+的演讲博得现场经久不

息的掌声! 并以
&',-

的总分赢得

一等奖$ 厅宣教处郭喜玲等分获

二&三等奖$

王文海厅长对河南司法行政

系统广大青年寄予四点希望)一要

坚定信念!做有德青年.二要孜孜

不倦学习!做有才青年.三要胸怀

远大理想!做有志青年.四要脚踏

实地!做有为青年$他说!要像焦裕

禄同志那样!扑下身子!埋头苦干!

树立良好工作作风!把个人理想同

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司法行政事

业的创新发展中实现抱负$

燃烧青春激情 献身司法行政
省司法厅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演讲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