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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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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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 !即

时点评"&

本报周口讯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宋光 ( 针对甲型
!"#"

流感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的严峻
形势!日前!周口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科采取积极措施! 应对流感
疫情! 组织科室民警认真学习对
甲型

!"#"

流感认知! 印制宣传
单! 提醒出入境人员加强自我防
护"

民警对出入境接待大厅#受理
台# 民警工作区进行认真清扫#擦

拭消毒! 确保工作环境的卫生安
全!并积极对本市的涉外单位加强
防控甲型

!"#"

流感基本常识的
宣传!要求各单位做好宣传#防范#

控制工作!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
告" 同时!该出入境管理科民警还
加强了对本市出国$境%劳务中介
机构和旅行社的指导工作!要求定
期上报出国$境%旅游#劳务输出前
往地和人员名单以及境外旅游接
待# 劳务签约公司的具体情况!并

将近期的出国$境%人员和来周境
外人员是列为流感疫情防控的重
点对象"

该局出入境管理科对本市的
涉外宾馆#酒店等涉外单位及境外
人员实行走访制度!动态掌握近期
来周境外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果
发现入住的境外人员有疫情爆发
国家人员或者有疑似甲型

!"#"

流感病患的人员!及时上报有关情
况"

本报开封讯 '记者 祁飞 通讯

员 靳军伟 孙玉霞( 按照全省法院
系统向社会公开承诺十件便民实
事的总体要求!尉氏县法院积极行
动!利用各种条件 !采取多种措施
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同时根据本辖区的具体情况!该庭
法官们放弃节假日和双休日!设立
假日法庭!为周一至周五不能到庭
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开庭审理及调
解案件!极大地方便了辖区广大人
民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受到了广大
当事人的普遍赞誉"

过去!群众拨打
""$

后!处警流
程一般都是 &接警员接警 !问清警
情 !并向值班长报告 '值班长根据
警情再通过电话指派分局#派出所
或相关职能部门出警!在接转过程
中耗时较多 !从接警到出警 !再到
赶至事发现场!至少也得

%

分钟以
上"

现在!防控巡逻车居然跑在了
""$

指挥中心前面! 经常是
""$

指
挥中心刚接到报警电话!新乡街头
的防控警车就已经同时出动!最快
的不到两分钟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如同神兵天降的民警们!让犯罪分
子闻风丧胆"

昨日!记者在新乡市公安局了
解到!这一切主要得益于警方新近
开发的(警情直播)系统"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 入室盗
窃#街头两抢#伤害案件发生后!警
方在两分钟内赶至案发现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的概率基本上在

&$'

以上'

%

至
(

分钟内赶至案发现场!

抓获概率则降为
($'

' 若
"$

分钟
之后赶到!抓获概率几乎为零"

研究发现!报警的前一两分钟

恰恰是现场追捕的最佳时间!如何
缩短一线民警反应时间! 让

""$

出
警(再快一分钟)!这是摆在新乡警
方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 新乡
警方在大胆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的
同时!在原有综合接处警系统有线
无线合并指挥调度平台的基础上!

成功研发出警情实时通播功能!即
接警员在接到抢夺#抢劫等紧急警
情或重大案$事%件时!直接通过无
线系统向全市警力实时通播报警!

全市民警通过电台能在第一时间
同步接收到重大紧急警情信息!并

迅速作出反应!指挥中心在警情直
播完毕后仅需下达补充命令即可!

减少了复述报警内容这一多余的
环节!为一线民警快速抓获各种犯
罪嫌疑人赢取了宝贵的 (一分钟)

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基层民警快速
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现场抓捕
率"

据统计 !今年以来 !新乡警方
通过 (警情直播 )系统直接抓获各
类现行犯罪嫌疑人

)*

名!街头(两
抢)案件较往年同期下降

+,-+'.

其
中飞车抢夺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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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杭州公安局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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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案召开新闻发布会%该

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犯罪嫌疑人胡

斌已被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向

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并公布了

事故发生前后!肇事车辆行驶轨迹

监控视频!就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还就"

*$

码$说法向公众道歉% &'东南快报(

(

月
"/

日报道)

舆论又一次以其特有的方

式驯服了公权力!纠正了公权机

关 "不严谨 *不妥当 $的执法行

为% 甚至使得"桀骜不驯$的公安

机关表现出了少有的谦逊 !"最

终胡斌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将

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

可以说! 在舆论的持续关注

下!"阔少飙车案$ 业已进入司法

公正处理的轨道% "舆论的归舆

论!司法的归司法$!至此!舆论监

督的使命应该已经完成% 然而!舆

论界却"愈战愈勇$!"宜将剩勇追

穷寇$!似乎非亲手杀了胡斌而后

快% 媒体及网民要求定胡斌危害

公共安全罪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

涨!更有法律界人士"依据法律$

论证了胡斌"确实$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飙车行为固然很可恶! 舆论

公愤也可以理解! 但胡斌具体触

犯何罪需要法官确定!媒体*网民

都不是法官% 当然!舆论有权监督

司法!司法亦应接受舆论的监督%

然而!舆论和司法的"互动$必须

遵守一个共同的准则! 那就是法

律% 舆论尽可在"监督的阵地$上

勇猛冲杀!但不可越过"法律的疆

界$!司法要倾听民意!但务须死

守"法律阵地$!不可有半步退却%

一句话! 舆论和司法均应对法律

抱以应有的敬畏! 不可乱了秩序

和章法!试图相互影响%

'作者系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012!345

新乡 /(0创新警情实时通播功能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平修源(曲
剧故里迎盛事!魅力汝州展丰姿"

(

月
"&

日!在河南曲剧诞生
&%

周年之际!

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在曲剧的发源
地***河南省汝州市隆重开幕"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常法
武#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平
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 平顶山市人
民政府市长李恩东等各级领导和汝
州市社会各界代表共计

"

万余人出
席了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文联主席孙家正发来贺信"

开幕式在气势恢宏的大型歌舞
+激情汝州,的鼓乐声中拉开帷幕" 著
名艺术家刘兰芳#于魁智#李胜素#陈
寒柏#王秀玲#马骐#李树建等在开幕
式上为观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由中国戏
剧家协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
南省文联#河南省文化厅#中共平顶
山市委#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中
共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中共汝州市
委#汝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

记者 赵国宇 通讯员 张 波

镜头一 "有人正在撬我家的防盗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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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新乡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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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

心刚接到家住该市文化路梦萦小区某户群众的报警!正在该小区附近巡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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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防控车不到

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被堵在楼道内的窃贼!面对从天而降的防控民警一下子瘫坐在地%

镜头二 "我开的公交车在平原路九州宾馆门前被一辆银灰色面包车给撞了+ $"面包车正在

沿平原路向东逃跑!车牌号是豫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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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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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时
"(

分!新乡市公安局
""$

指挥中心

刚接到
+*

路公交车司机报警!还未下指令!该街面附近的所有警力便迅速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先

期处置!周边防控区*岗上交警和查报站民警立即展开围追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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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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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交警在饮马口岗

成功截获该逃逸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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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杰(日前!记者
从河南省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安
全保护联席会议上获悉!从

(

月中
旬至

"$

月
%"

日! 将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安全保
护(飓风)行动"

联席会议要求!通过(飓风)行
动!将侦破一批涉油案件 !彻底取
缔#摧毁各类非法土炼油厂点和非
法采油井点!坚决追究一批涉案人
责任! 依法追缴一批涉案物资!严
防非法炼油厂点死灰复燃或转移
蔓延 ! 杜绝产生新的非法涉油厂
点" 此外!行动还要清除一批违章
占压物!整治一批治安乱点" 为方
便群众举报!会议还公布了(飓风)

行动 举 报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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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 增强全体民警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 在全体民警中牢固树立立警为
公! 执法为民的思想! 树立廉洁执
法!廉洁从警的理念!近日!南阳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第四大队组织
大队全体民警来到桐柏红色廉政文
化展馆参观学习! 接受了一次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廉政警示教育!

并在馆内举行了公安廉政宣誓仪
式"

!

'魏勇 全旭星(

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实

习生 刘铭佳
1

文图(为确保群众
诉求渠道便捷通畅! 实现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部门满意
度达到(两个

,('

)的目标!昨
日! 郑州市中原区区委政法委
推出(民情快车)下基层活动!

在该区棉纺路街道办三厂中街
社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 中原
区委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李
华云说!(民情快车) 是中原区
委政法委在(保稳定#促发展!

保民生#促和谐)系统活动中推
出的一项拓宽民意和诉求表达
渠道的措施! 很好地激发了市
民建言献策的政治热情! 拉近
了政法机关和群众的距离"

图为现场群众对政法干

警进行咨询

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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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科

!飓风"席卷油耗子

假日法庭便民诉讼

红色文化馆里学廉政

本报讯 '记者 李向华 通讯

员 郝鸿标 刘娜( 自去年下半年
以来!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

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确保新
经济形势下省会郑州经济的平稳
发展!昨日!郑州市中级法院常务
副院长谢红星!带着民三庭#民四
庭的法官来到郑州市商业银行!进
行走访(上门服务)"

昨日下午!谢红星与该院民三
庭#民四庭的法官一同!向郑州市
商业银行的相关领导!了解了该行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面临的法律难

题和涉诉情况!同时征求对郑州市
中级法院队伍建设#审判业务等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 郑州市中级法院的
(走访企业 )活动 !从

(

月
(

日开
始至

/

月
%$

日结束 ! 在该活动
中! 院长王新生带头!

(

名党组成
员参加走访! 成立了以常务副院
长谢红星为主任!

)

个民庭# 行政
庭 #执行局 #立案庭 #宣教处等负
责人为成员的活动办公室! 对郑
州市内国有#民营重点企业!政府
确定的重点扶持企业! 受金融危

机影响的困难企业! 有在建设重
点项目的企业等进行了走访 !了
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职工上
岗就业情况#企业稳定情况!需要
法院帮助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征
求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主
动回应诉求!排查化解矛盾!积极
提供法律服务"

此外!郑州市中级法院还要求
基层法院成立相应机构!各基层法
院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带头进行
走访!并将领导走访企业的情况及
时报告活动指导办公室"

接警员在接到抢夺*抢劫等紧急警情时!

直接通过无线系统向全市警力实时通播报

警! 民警通过电台能在第一时间同步接收到

重大紧急警情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指挥中

心在警情直播完毕后仅需下达补充命令即

可!减少了复述报警内容这一多余的环节%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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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是咋!节省"的)

镜头一 "有人正在撬我家的防盗门+ $

%

月
"+

日上午
,

时
$%

分!新乡市公安局
""$

指挥中

心刚接到家住该市文化路梦萦小区某户群众的报警!正在该小区附近巡逻的
(

*

/

号防控车不到

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被堵在楼道内的窃贼!面对从天而降的防控民警一下子瘫坐在地%

镜头二 "我开的公交车在平原路九州宾馆门前被一辆银灰色面包车给撞了+ $"面包车正在

沿平原路向东逃跑!车牌号是豫
0+/$!!

+ $

%

月
+"

日
"+

时
"(

分!新乡市公安局
""$

指挥中心

刚接到
+*

路公交车司机报警!还未下指令!该街面附近的所有警力便迅速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先

期处置!周边防控区*岗上交警和查报站民警立即展开围追拦截!

"+

时
"*

分!交警在饮马口岗

成功截获该逃逸车辆%

镜头一 "有人正在撬我家的防盗门+ $

%

月
"+

日上午
,

时
$%

分!新乡市公安局
""$

指挥中

心刚接到家住该市文化路梦萦小区某户群众的报警!正在该小区附近巡逻的
(

*

/

号防控车不到

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被堵在楼道内的窃贼!面对从天而降的防控民警一下子瘫坐在地%

镜头二 "我开的公交车在平原路九州宾馆门前被一辆银灰色面包车给撞了+ $"面包车正在

沿平原路向东逃跑!车牌号是豫
0+/$!!

+ $

%

月
+"

日
"+

时
"(

分!新乡市公安局
""$

指挥中心

刚接到
+*

路公交车司机报警!还未下指令!该街面附近的所有警力便迅速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先

期处置!周边防控区*岗上交警和查报站民警立即展开围追拦截!

"+

时
"*

分!交警在饮马口岗

成功截获该逃逸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