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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

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

案件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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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公路交通管理工作会议昨日在郑召开!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在
谈到公路交警执法问题时强调

推荐阅读

山东甲型
%#&'

流感

病例患者小吕的父亲!日前

通过电视向社会道歉!对几

十名同机和同车乘客被医

学隔离表示歉意" 而内地首

例甲型
%'&'

流感患者包

雪阳在出院时!也向因他被

隔离的人表示了道歉"

道歉! 这个表达愧疚#

不安之情的人际方式!在持

续的流感疫情中!显得格外

温情" 这让人们真切感受

到!一个更立体的应对流感

疫情的体系!应既包括政府

部门的防控体系!也包括社

会的人际体系"

在社会的人际体系中!

防控疫情讲求的是责任担

当$$$不只是对自己负责!

更要对别人负责!不仅要对

个体负责!更要对整个社会

负责"从这个角度看!流感患

者致歉也是一种责任担当"

就在日前!北京市卫生

局局长方来英对北京首例甲

型
%'&'

流感确诊者表示

了感谢" 因为这位患者自己

感觉到不适后!就一直在家!

与外界没有社会交往活动!

并对自己所有的活动都清楚

记录! 甚至不忘记留下乘坐

出租车的票根" 这种责任感

应受到尊敬" 能够检敛自己

的行为! 尽可能不使疫情蔓

延!是一种公民责任的体现%

为自己曾经的不经意和无

知!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也

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表现"

道歉!感谢!或许对直

接遏制流感疫情不会有根

本效用!但是疫情当前社会

的人际体系却异乎寻常地

需要这种润滑剂" 在道歉和

感谢之时!让公众体味任何

一个人在疫情来临中都不

是一个孤立的人!他影响和

牵连着身边并以几何倍数

扩大到所有的人"

恩格斯说&每一次大的

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

作为补偿的" 历史的进步不

仅体现为我们面对灾难的

制度性收获! 一定意义上

说!这种进步归根结底更要

落到公民进步的结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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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维权常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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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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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安减压#为司法解愁#为法院减负#为群众解难#为政府分忧#派

出所$司法所$法律事务所三所合力#成立%警民联动调解&委员会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李俊晓 通讯

员 张言 李宁
;

文 记者 宁晓波
;

图#今
后! 在郑州市金水辖区!

##<

接处警中
的各类民事纠纷和轻微伤以下打架斗
殴"故意损坏财物等案件!可能就由更加
专职的#和事老$来负责了%昨日!我省首
个&劝架警察$组织'((由派出所)司法
所"法律事务所三所合力组成的&警民联
动调解$工作室在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
局人民路派出所挂牌成立*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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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警民联动调解员上岗

昨日上午!&警民联动调解委员会$

成立仪式在东里路社区举行%接过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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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民调解员和
$

名民警成为人民
路派出所和人民路司法所的警民联动调
解员% 他们将轮流值班!

"=

小时不间断%

这个新成立的&警民联动调解$工作室到
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接
''<

警情后! 我们对纠纷依法

进行分类!治安)刑事案件由民警处置!

其中邻里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可以依法
邀请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 民间纠纷由
人民调解员单独调解或邀请民警参加!

实现人民调解和警务工作互相配合)互
相补充% $人民路派出所所长梁国立说!

&严格地讲! 民间纠纷的调解限于民事!

治安案件的调解划归行政! 两者归属不
同! 但现实生活中治安纠纷往往是由民
间纠纷引发)升级而成%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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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副省长秦玉海深入省会公安一线调研社区警务工作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俊晓 #昨日
上午!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轻
车简从! 深入到郑州市多个社区警务
室!与社区群众亲切交谈!听取群众意
见!检查指导社区警务工作%秦玉海强
调!要切实加强社区警务建设!规范社
区民警职责任务!促进和谐警民关系!

进一步巩固社会稳定基础%

昨日上午!秦玉海在省公安厅有关
领导和郑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
保卫等人陪同下! 先后深入到中原区)

二七区)管城区)郑东新区对社区警务
工作进行调研% 在中原区嵩岳社区!秦
玉海一行进入小区时! 当即被群众认
出!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起社区民警的好
处来% 当听到民警出钱搬走小区内的垃

圾山)帮群众建起车棚!群众很满意时!

秦玉海对群众表示感谢! 并告诉大家!

社区民警是公安机关派到社区为群众
服务的!这些事情都是公安机关应当做
的% 在警务室内!他仔细查看了社区民
警网络办公情况!并针对当前警务室存
在的共性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公安信
息网络建设的要求%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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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月底前公路交警全员轮训 增加警告量#减少罚款量

禁止交通协管员违规参与执法 事故出警白天 "分钟夜间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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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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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庭搬到村里#请上

村干部$信访干部和村内德

高望重的老者

车行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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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家进口汽车销

售公司经理李琳每月坐飞

机到香港旅游和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