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何永刚 实

习生 李杜鹃"

!

月
"#

日!省委政法委
机关召开"讲#树#促$教育活动心得体
会交流会% 会上!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杨
国文强调! 要通过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检验前段学习成果! 将委机关教育活
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杨国文说!

$

月上旬以来!委机关
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在省委"讲#树#

促$ 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督导
组的指导下!狠抓思想发动!强化学习

教育! 先后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了观看
电影&焦裕禄'#前往兰考瞻仰焦裕禄
纪念园#参观焦裕禄事迹展#读&县委
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进行警示
教育等"四个一$活动!使省委政法委
机关的教育活动扎实深入#稳步推进!

取得了初步成效%

杨国文要求! 要把学习贯彻始终!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学习#加强
学习! 确保学习教育活动覆盖全体党
员!使每名党员干部在政治理论修养方

面都有新的提高) 要强化边学边改!全
面检查在工作思路#工作措施#工作成
效方面!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纪律观
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党员干部边
学习边思考!边学习边提高!边学习边
整改!努力在指导实践#树立形象#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上取得更大成绩%

杨国文强调!要认真做好检查评议
阶段的各项工作!真正把影响全省政法
工作和委机关工作的突出问题查清找
准!把省委政法委机关党性党风党纪方

面存在的问题查清找清%要深入分析形
成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

力求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把检查评议
阶段各项工作抓实#抓好!推动委机关
"讲#树#促$教育活动健康深入开展%

交流会上! 省委政法委机关各处
室#省政法纪工委#教育培训基地和省
法学会的

%&

位同志分别代表各自所
在支部! 紧密结合全省政法工作科学
发展实践和自身思想工作实际! 从不
同侧面#不同角度畅谈了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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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嵩岳社区后!在郑州市二七区
绿云小区!秦玉海认真观看了小区内的
法治宣传栏!并进入警务室内了解社区
警务信息化建设情况%当听到社区民警
介绍自己建立的网上警务室时!秦玉海
对这种让群众坐在家里就可以跟公安
机关交流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听到郑
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称!郑州市公安
机关已有不少社区警务室都建立了网
上警务室时!他对随行人员说!这种方
法要在全省推广!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实
惠和方便% 随后!秦玉海又来到二七公
安分局信息研判中心!仔细观看了信息
研判流程!并听取了二七公安分局领导
的汇报%

在管城区!秦玉海先后到搬运新村
和紫云小区调研% 在搬运新村!当看到
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场面时!他深受感
染!停下脚步与群众亲切交谈!向他们
征求对公安机关的意见% 在紫云社区!

社区民警焦慧向秦玉海演示了社区民
警工作流程%当在小区内与一名外地客
商交谈中!得知他对郑州市治安环境非
常满意时!秦玉海勉励社区民警焦慧再
接再厉!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

在郑东新区阿卡迪亚社区!秦玉海
详细询问了该小区警务工作模式!与一
线民警进行了交谈!并针对辖区的各种
情况当场"考试$民警% 随后!秦玉海赶
往郑东新区公安分局商务区派出所!检
查基层单位信息化建设#民警执法等工
作% 他还深入到该所民警生活区!仔细
询问了后勤保障等情况%

调研结束后!秦玉海强调!郑州市
公安局开展的"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
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要坚持下
去并继续完善提高)要进一步规范社区
民警职责任务!提高社区警务规范化建
设水平!建立"一警为主!多警联动$机
制!把法制宣传#交通消防管理等工作
向社区延伸! 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要以社区和农村警务室为平台!将公安
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
民关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三项建
设$真正落实到基层%

!线索提供 哈君可 钟丹"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

文

图"昨日上午!漯河市委常委#市
委政法委书记崔新芳在舞阳县
惠芳集团了解该企业收割机生
产情况%为确保全市夏粮丰产丰
收!实现小麦颗粒归仓!崔新芳

一行先后深入舞阳县公安 #消
防#农机等部门和企业!了解备
战"三夏$生产情况

)

要求各级各
部门全力以赴备战"三夏$!服务
三农!确保"三夏$生产安全#顺
利进行%

#三夏$即到
机具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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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二 晴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

!

记者 王俊 %&'()*+

又黑又瘦的脸颊上! 一双和善

的眼睛里含着一丝疲惫" 他端坐在

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 桌上放着一

本有些卷边的#立案庭日志$%

见我走进来! 他只是礼貌地点

点头! 示意我坐下&&&他正忙于接

待两个干部模样的人! 还有一个八

九岁的小女孩!哭哭啼啼的%

!

月
%*

日的
+

时
&!

分! 我来

到固始县法院立案庭!'见识见识(

被同事们称为 '法院里最忙的人(

)&&立案庭庭长郑宏伟%

原来! 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是县

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小女孩叫娜娜%

娜娜家在石佛乡夏营村! 其父母长

期在外务工! 她被寄养在姨妈赵某

家%

,''*

年初!娜娜在放学途中不

幸被县林业局的车撞伤头部! 导致

视力和下肢残疾 %

,''#

年
!

月
-

日!固始县法院经审理!判决林业局

赔偿娜娜
*

万余元%

今天是上诉期最后一天% 赵某

没有按法定程序提起上诉! 而是一

大早就赶到县城! 把娜娜送到了林

业局%

'局领导说!案子是法院依法判

决的! 局里已先期支付了孩子
!

万

块钱!没想到她姨妈还这样做% (林

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

郑宏伟望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孩

子!眼睛湿润了%'孩子是不幸的!这

事放在哪个做父母的身上都不好受

啊%(郑宏伟一边给林业局的领导打

电话! 建议按照判决尽快筹集剩余

的赔偿款!一边向院领导汇报!请求

派车去娜娜家%

此时已是
%%

时
,'

分! 办公室

传来消息!院里已无车可派%

郑宏伟显得有些焦急! 他步出

立案庭!站在院门口东张西望%

这时! 一辆白色昌河牌警车开

了进来! 是郭陆滩法庭庭长饶亚军

和助理审判员孟凡吾到院里办事%

郑宏伟让饶庭长掉转车头! 他抱起

娜娜!驱车前往林业局%

我们一行赶到林业局! 同车的

林业局工作人员接过局里筹集的
-

万元现金! 车随即向娜娜的姨妈家

进发%

快要驶离县城时! 郑宏伟忽然

向林业局的同志问了一句*'能不能

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带上+ (

%,

时
%'

分!到达娜娜姨妈家,

'这是局里的一点心意% (林业

局的同志把礼品递过去% 娜娜的姨

妈视而不见%

看着满脸怒容的娜娜姨妈!郑庭

长拉着娜娜的小手对她说*'你可能对

法律有误解!不是林业局不赔偿你!而

是因为判决书今天才生效! 你应该申

请执行或直接找林业局索要赔偿款%

今天! 你利用小娜娜来难为林业局的

行为虽然违法但情有可原% 现在林业

局已经把应该赔偿的
-

万元给你带来

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

'我原认为林业局不想按判决

书的决定赔款!所以很生气!就想用

小娜娜为难林业局的领导% 现在我

知道我的做法不对! 还请你们不要

跟我一般见识- (

%-

时许!大家返回县城%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立案这

一关! 让必要的诉讼能一件件依法

进行! 不必要的纷争能一个个在诉

前化解% (郑庭长的话让我再一次动

容%

本报洛阳讯 !记者 郭富昌 通讯员

王文朝 赵 越"

!

月
%*

日上午! 省委常
委# 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在洛阳亲切会
见了以韩国国会议员丁海杰为团长的韩
国议员代表团一行%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立勇#洛阳市政协主席周宗良#洛阳
市委政法委书记郭从斌# 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王树茂等参加了会见%

连维良在会见时首先代表洛阳人
民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连维
良向客人们简要介绍了洛阳的历史文化
背景% 连维良说!洛阳先后有

%-

个王朝
建都!建都时间长达

%!-'

多年!是名副
其实的千年帝都)既是传统的工业基地!

又是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 希望代表团
的来访!能够增强双方的互相了解#互
相支持! 加强两地在司法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到洛阳多走走#多看看!从不同
的政治体制寻求共同的发展! 力求合作
达到双赢%

丁海杰对连维良的会见表示感谢%

丁海杰说*"能够到千年帝都洛阳来是我
们长期以来的梦想! 洛阳厚重的文化底
蕴#闻名遐迩的龙门石窟让人赞叹!在河
南方面的支持下!今天终于成行%回国后
一定会致力于双方在司法# 经济上的交
流!使双方的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迈进% $

韩国国会议员安孝太#成允焕!丁海
杰的辅佐官#秘书官!河南省高级法院院
长助理王韶华参加会见%

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

书记连维良会见韩国议员
代表团

,-./01

23456789:;

0123456789:;"<=>'

综合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

日公布了&关于受
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
见'

.

以下简称&意见'

/

% &意见'的公
布实施 !是深入开展 "人民法官为
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进一步解决
当事人 "申诉难 $问题的一项重要

举措%

七方面保障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

&意见'从七个方面加强当事人
申请再审的权利保障%

&意见'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

利的七个方面分别是*

明确规定了再审申请书的必备
内容 # 份数及其他必要的诉讼材
料!便利于当事人准备申请再审材
料!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成本)

要求人民法院在申请再审材料
清单上加盖收件章并返还给当事
人! 使申请再审时间# 提交材料内
容均有据可查)

为申请再审人和被申请人提供
送达地址确认书 !确保当事人能够
及时收到诉讼文书 ! 知悉诉讼进
程)

要求对于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
必须依法发送受理通知书 #再审申
请书副本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再审
申请!应当及时告知申请再审人)

对于不属于本级法院管辖的申
请再审案件 !要求在做好释明工作
的同时 !及时告知当事人向上一级
法院提出申请)

适度扩大听证的案件范围 !规
范听证程序 !保障当事人质证和陈
述意见的权利)

细化了对方当事人在审查程序
中提出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 !平等
保护双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防止#一事两诉& 两种情形
不作为申请再审案件处理

&意见 '中明确规定 !再审申请
被裁定驳回后 !申请再审人以相同
理由再次申请再审的 !不作为申请
再审案件审查处理% 申请再审人不
服驳回其再审申请的裁定 !向作出
驳回裁定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
审的!不作为申请再审案件审查处
理%

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

以上级法院提审为原则

&意见 '中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
经审查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 !

一般应由本院提审%

&意见 '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

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的下列案件 !可
以指令原审法院再审 *+一 ,依据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八 ,至第 +十三 ,项事由提起再审
的)+二,因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
案件正确判决 # 裁定提起再审的 )

+三 , 上一级法院认为其他应当指
令原审法院再审的%

再审申请符合四条件
法院应五日内受理

&意见 '中明确规定了 !申请再
审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条件的 !

人民法院应当在
!

日内受理%

&意见 '规定 !申请再审人提出
的再审申请符合以下条件的 !人民
法院应当在

!

日内受理并向申请再
审人发送受理通知书 !同时向被申
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受理通
知书#再审申请书副本及送达地址
确认书*+一,申请再审人是生效裁
判文书列明的当事人 !或者符合法
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 )+二 ,

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是作出生效裁
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三 ,申请再
审的裁判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允许
申请再审的生效裁判 )+四 ,申请再
审的事由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再审申请不符
合上述条件的 !应当及时告知申请
再审人%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国文在委机关'讲%树%促&教育活动心得体会交流会上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