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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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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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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的张强每次考试都是年

级第一名"今年
#

月
!!

日"在打扫

教室卫生时与同班同学苏冰发生

争执 "并厮打起来 "厮打过程中张

强将苏冰的左眼打伤"经法医鉴定

已构成轻伤#

$

月
%&

日"人民检察

院以故意伤害罪将张强批准逮捕#

当冰冷的手铐锁住张强的双手时"

他哭着问 $%警察叔叔 " 我知道错

了"我啥时候才能回学校上学呀& '

张强被警车带走了# 一个品学兼优

的孩子 "因一时冲动 "从此告别了

他所热爱的校园生活"开始了铁窗

生活()*固始县法院段集法庭庭

长周永正讲述的是他刚办结的一

起伤害案"地点是段集一中+ 身边

人 "身边事 "案例引发了台下师生

的叹惜和议论#

昨日" 固始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常维平告诉我" 固始县法院段集法

庭和固始县公安局段集派出所明天

要在段集一中开展一次别开生面的

普法活动"并邀我参加#

%'

时
&(

分"普法活动开始"校

长赵光辉站在主席台上宣布普法活

动项目$ 一是由庭长周永正讲解法

律知识"二是学生家长,学生和法庭

庭长互动" 三是学生家长, 学生代

表,老师和法官座谈+

周永正操着信阳口音开始讲

法+台上"周永正向同学们和学生家

长讲解了与青少年犯罪相关的法律

知识" 同时还穿插了大量活生生的

事例+ 再看台下" 同学们听得很认

真"有的还认真地作着笔记+

!希望同学们要有法治观念"做

到知法,懂法,守法"从我刚刚列举

的事例中吸取教训" 不要因为小事

发生争执"更不应该大打出手"同学

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一定好好学习"

遵纪守法"踏实做人+ *

台下掌声雷动" 周永正结束了

他一个多小时的法律讲堂+

学生, 学生家长和法官互动开

始了+

!周庭长"学生受电影,电视中

的一些暴力镜头影响" 几个人纠集

到一块儿" 拦截其他同学并强行索

要钱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吗& *一

名学生家长提出了问题+

!这几个学生的行为已经构成

了抢劫罪" 如果已满刑事责任年龄

就要负刑事责任+ *

接着" 周永正详细地阐述了抢

劫罪的构成要件以及罪与非罪的界

限+

一个小时的互动" 五六位学生

和家长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有的询

问如何教育学生守法" 有的了解学

生校园事件责任划分" 整个互动过

程" 提问题的认真" 回答问题的仔

细+ 互动内容一直围绕着如何预防

青少年犯罪进行着+

活动结束了" 一名初三学生怯

怯地站在周永正面前$!叔叔" 如果

别人打我"我也不能还手吗& *面对

这个问题"周永正笑了+ !你这个问

题提得好" 这涉及如何依法维权的

问题+我们要守法"并不是任由违法

犯罪行为对我们造成不必要的伤

害+ *随后"周永正又详细介绍了正

当防卫等维权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特约记者

赵全合"昨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
悉!根据公安部部署!省公安厅决定
从现在开始至

)

月底! 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开展集中整治单位财务室"

保险柜治安隐患专项行动! 集中打
击撬盗保险柜违法犯罪活动! 整改
各类危及财务室" 保险柜安全的隐
患!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
制此类案件上升势头! 切实维护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公安部于日前通报了近期发生
在全国各地

%"

起" 涉案金额
%*((

余万元的撬盗财务室保险柜案件情
况!其中包括我省平顶山市的一起
案件$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
积极会同本地区重点企业事业单位!

对所辖内部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事
业单位的财务室%保险柜进行全面拉
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财务室和保险柜
是否违规存在大量过夜现金&财务室
物防%技防设施是否达标&巡逻守护
力量是否满足安全防范需要!巡防措
施是否落实&财务室安全规章制度是
否健全并严格执行&其他现金%票据%

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集中的部门%场
所安防措施是否完善等$ 同时!公安
机关对排查出危及财务室%保险柜安
全的各类隐患!要责令责任单位立即
整改&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要下发'治
安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 明确整改
责任人!限定整改期限!注明当地公
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督导责任
人!切实堵塞漏洞# 对在专项行动期
间! 不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规章制度!

拒不整改隐患导致案件发生的单位
和个人!要坚决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
任#

全省公安拉网
排查财务室#保险柜

法治语录

!我们公司并未提出追究任何

人的责任+ *

)))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
在垃圾桶旁*捡+到一箱首饰!价值
超

*((

万元$ 她没打开就放在洗手
间! 下班后没见失主就带回家中$

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其起诉!一旦
定罪!因为数额巨大 !可能面临的
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 失主金龙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所属的明丰集团
一名负责人的首度回应,金龙公司
已拿回全部丢失的金饰!并未对包
括梁丽在内的任何人提出责任追
究!而当时负责运送金饰的公司业
务员王腾业也仍正常上班$

!问她%

*

加
+

等于几'"她半天

回答不出来- 我又问%是不是等于

,

'"她竟然肯定地说%是'+ 这么简

单的算术都不会做"气死人啊- *

)))

'

岁女儿答错加法题 !重
庆一男子小陈解开腰上的皮带!对
女儿就是一阵猛抽$ 在和父亲争吵
中!小陈如是说$ 律师分析说!根据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如情况属
实!小陈已构成虐待罪$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特约记

者 王伟 孙伟伟"

'

月
+(

日下午!省
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省法院.开
展了*讲党性修养%树良好作风%促科
学发展+中心组学习!回顾总结学习
提高阶段工作!对做好检查评议阶段
工作进行了下一步的安排部署$省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发表重要讲
话!常务副院长郝东亚主持会议$

省法院副院长田立文%政治部主
任袁永新以及部分部门负责人首先
结合个人学习工作情况及本部门工
作实际汇报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情况$

在听取汇报后!张立勇首先对学
习提高阶段工作情况作了简要总结$

他说! 在第一阶段的学习教育活动
中!省法院高度重视!切实加强了对

活动的组织领导$ 通过深入学习!着
力提高了广大干警的思想认识&通过
深入宣传!营造了教育活动的浓厚氛
围$省法院机关各部门在完成学习提
高!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坚持边学边
改! 认真进行了对照检查和深刻剖
析!达到锤炼党性%改进作风%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的目的$他指出!通过第
一阶段的深入学习和广泛发动!各个
庭室的工作都有特色%有亮点%有创
新! 如开展的 *调解年+%*陪审团+%

*量刑答辩+%*走千企+等活动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门的日常管
理%工作纪律严了!精神面貌发生了
明显变化$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
进一步增强了宗旨意识!强化了责任
意识!端正了政绩观和利益观!增强

了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意识$

张立勇同时指出了省法院机关
开展教育活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各
支部教育活动开展得还不平衡!联系
工作和思想实际还不够深入!在司法
改革%制度创新%对外学习交流%加强
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等方面工作
的思考和探索还缺乏应有的深度$

在安排部署第二阶段工作时!张
立勇说! 在检查评议阶段省法院的主
要任务是征求意见%找准问题%分析原
因%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要重点做好
以下几点工作,一要坚持领导带头$ 院
党组成员和中层干部! 要切实负起第
一位的政治责任! 凡是要求广大法官
和其他工作人员做到的! 领导干部要
首先做到$二要紧密联系实际$在检查

评议阶段! 紧密联系省法院机关和党
员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实际!认真
进行自我检查%自我剖析!认真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三要紧紧抓住撰写剖
析报告%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群
众评议这三个关键环节! 扎实推进活
动开展$四要继续做好宣传工作$拓展
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密度!进一步突出
重点%深挖特色%推介典型!营造教育
活动的良好氛围$

张立勇强调!这次教育活动时间
紧%任务重!法院要正确妥善处理好
教育活动和当前工作的关系!在巩固
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搞好下一阶
段的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检
查评议阶段的各项任务!确保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省法院安排部署$讲%树#促&活动第二阶段工作'省法院院长张立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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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签署第

!!!

号
国务院令!公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
例(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条例(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工作! 将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工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并提供必要的保障$

'条例(同时规定!乡-镇.人民
政府% 街道办事处负责本管辖区域
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条例(指出!成年育龄妇女应
当自到达现居住地之日起

&#

日内
提交婚育证明$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
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查验婚育证明! 督促未办理婚育
证明的成年育龄妇女及时补办婚育
证明$

'条例(明确规定!流动人口在
现居住地享受下列计划生育服务和
奖励%优待,免费参加有关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律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普
及活动&依法免费获得避孕药具!免
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项目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晚婚晚育或者
在现居住地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按照现居住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者较大的市的规定!享受休假等$

长袖舞蹁跹
嫦娥降人间

昨晚" 大型新编神话

京剧.嫦娥/剧组在河南艺

术中心大剧院为我省观众

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让观众领略到了京剧艺术

的博大精深# 此次演出的

.嫦娥/ 是
--./

空中剧

院河南行的精品剧目#

本报记者 樊勇军 摄

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今年
'

月
%

日 !*限塑令 +实
施即满一周年 $ 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

"#

日发布的调查显示 !目
前 ! 我国外资超市塑料袋使用
率下降

(#)

以上 ! 内资超市下
降

'#)

以上 !综合百强销售额 %

市场占有率 %业态分布等因素 !

全国超市零售行业塑料袋使用
率平均下降

'')

! 塑料袋消耗
减少近

*##

亿个$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
长裴亮介绍 ! 按照此前估算 !

"##'

年 %

"##+

年中国快速消费
品零售全行业每年塑料袋消耗
数量分别约为

!##

亿个和
'##

亿个$

在
"##(

年 *限塑令+ 实施
前 ! 外资超市每百元销售额使
用塑料袋

&

个 ! 内资超市
%,*

个 ! 现在则分别只有
#,'

个和
#,!'

个 $ 超市消费者已养成自
带购物袋和重复使用塑料袋的
习惯!环保意识得到增强$

*超市企业并没有因免费
塑料袋使用减少而影响销售
额 ! 也没发生低于进价销售塑
料袋事件$ +裴亮表示$

超市$限塑令&以来
少用近 $((亿个塑料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