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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汲瑞"昨日!记者
从郑州市教育局召开的

!""#

年中
招会议和记者座谈会上了解到!郑
州市教育局为全面贯彻落实中招
工作的政策规定!切实加强中招工
作的组织纪律和廉政建设!树立教
育的良好形象!确保完成

!""#

年中
招工作的各项任务!于近日出台了
"

!""#

年中招工作组织纪律和廉政
建设的若干规定#$ 会上!教育局局
长说! 除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外!

涉考工作者在中考期间不得喝酒!

如发现违规者将严肃处理$

会上!提起
!""$

年郑州市行风
评议结果排名中郑州市教育局垫
底的情况时!该局局长 %党委书记
翟幸福说!中招涉及广大群众的切
身利益!是教育局改变行风与群众
打交道最密切的时机!每一名教育
工作者都要真正从工作实际出发!

树立教书育人的良好形象$ 他要求
各学校% 中招工作者和相关老师!

中招工作要切实实行 &八公开'的
办事制度! 即做到招生政策公开!

招生计划公开! 考试成绩公开!录
取分数线公开!录取程序和政策公
开!照顾对象和条件公开 !录取结
果公开!收费标准公开$

各级各类学校要在市中招办
的组织领导下!严格按照市教育局
下达的招生计划和规定的区域招
生$ 初中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

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要严格执行
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
策'! 严禁挤占审核批准的招生计
划!变相扩大择校生人数$ 严禁招
生学校与考生签订&报考协议'$ 招
生工作人员要正确行使招生职权!

自觉遵守招生纪律!严格执行中招
政策规定(要认真负责!文明热情!

精心细致!做好本职工作 (要坚持
原则!秉公办事!廉洁从政$ 尤其是
参与监考的工作人员不得喝酒进
入考区!违规者将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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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何向东"今后!只要打开平
顶 山 法 院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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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查阅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 平顶山
市中级法院已从

7

月
8#

日开始!将
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公布! 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政治部主任
刘鹏华介绍! 此次裁判文书上网的
最大特点是全面公开$该院要求!各
审判庭审理案件所作出的判决书%

裁定书! 除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公开
的)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
成年人犯罪和个人隐私情况的!或
给他人造成精神压力的*以外!只要
是

!""#

年
8

月
8

日后送达当事人
的!都应当公开上网$这次公开的范
围涵盖民事%刑事%行政甚至申诉%

立案%再审%执行等各种裁判文书$

同时! 裁判文书上网还特别注意到
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凡裁判文
书涉及的当事人通讯住址% 家庭情
况一律删除!凡涉及证人姓名的!一
律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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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等代替$

该院负责人表示! 符合条件的
裁判文书均要上网公开! 实现了完
全意义上的审判公开原则! 满足公
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要求! 有利
于加强公众对司法的监督! 增强审
判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提高裁判文
书的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杨勇"郑州
9:;

快速公交线路即将于本月
!!

日试
运行!公交线路将有大调整!郑州交
警 正 提 前 着 手 准 备 快 速 公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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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后沿线的保通工作!今
后社会车辆再走快速公交专用道!

要被交警处罚$

据了解!郑州快速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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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

日至
!<

日为试运营时间 !

拟定于
7

月
!$

日正式运营$快速公
交开通! 意味着公交网络新设多条
线路$

快速公交主线为+航海路,桐柏
路,农业路,中州大道,未来路$

$

条支线为
988

,,,

98#

路 )没有
98=

*!围绕二环路主线$

为减少对二环交通的影响和避
免运力浪费! 经过郑州市公交总公
司对二环公交线路的整体规划 !

9:;

开通后!将撤停
!7

路%

>#

路等
$

条常规公交线路$ 由于快速公交
站台的设置! 沿线路口交通能力受
到影响$郑州交警将采取多种措施!

力保快速公交沿线畅通$

郑州交警支队指挥室和各个执勤
大队将通过执勤巡逻和监控显示屏及
时掌握%发现

9:;

相关线路)&一主八
支'*的通行情况!随时做好应付突发
事件的准备工作!加强协调指挥$交警
巡逻期间! 发现其他车辆违反标志标
线驶入

9:;

专用车道的! 要严格处
罚$ !线索提供邢红军"

昨日# 洛阳市检察院检察长

种松志和新安县委书记王敬林共

同为新安县检察院荣获的 $全国

先进基层检察院%荣誉匾牌揭牌&

随后# 该县县委奖励新安县检察

院现金
?"

万元&

近年来# 该院围绕如何实现

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公平正义这一

主题#积极探索$显现型正义的刑

事司法模式%建设#有效促进了矛

盾的化解'社会的持续稳定(坚持

服务民生# 不断加强反腐查案工

作(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不

断强化法律监督各项工作# 取得

了显著成绩&今年
!

月#新安县检

察院被高检院授予 $全国先进基

层检察院%荣誉称号&

记者 马建刚 郭富昌

通讯员 张聚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李

杜娟"

7

月
7

日早! 中央电视台新闻
栏目"朝闻天下-播出孟州市桑坡村
部分皮毛生产企业违法排污%偷排偷
放的报道后!省环保厅及焦作市委市
政府%孟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目
前!孟州市南庄镇辖区所有皮毛企业
已经全部停产整治!孟州市环保局监
察大队大队长李良成被免职$

当日早上节目播出后!省环保厅
副厅长马新春便立即赶到孟州现场
指导!焦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派
主管副市长乔学达和环保局局长坐
镇指挥!孟州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
召开常委会!集体观看了新闻报道!

根据存在问题!制订整改方案!成立

&桑坡皮毛群污染综合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实施七项整改措施$

之后!工作小组对南庄镇辖区所
有皮毛企业停水停气! 全部停产整
治(封闭偷开的排污口(完善桑坡村
污水处理厂环保处理设施! 实施

!=

小时动态监管(出台了对全市所有企
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的通知(严肃处理
有关人员!孟州市环保局%南庄镇主
管领导停职检查!免去李良成环保局
监察大队大队长职务!建议对桑坡村
相关责任人白保奇停职检查!有关情
况待纪检监察部门全部查清后!依法
依纪严肃处理$

7

月
87

日! 省环保厅李庆瑞厅
长又亲自带领环境监察总队等处室

的有关人员!赴焦作孟州市现场督导
桑坡皮毛群污染整治工作$ 李庆瑞
一行检查了桑坡西维皮业有限公司%

爱伊兰皮革有限公司和皮毛污水处
理厂!要求焦作%孟州市政府和桑坡
村委会变压力为动力!迅速%全面%科
学地推进桑坡皮毛群污染综合整治
工作$

据了解!孟州市桑坡村是全省乃
至全国有名的皮毛生产聚集地!拥有
&皮毛第一村'%&出口创汇第一村'等
诸多光环$ 该村皮毛加工历史悠久!

早在郑和下西洋时!皮装就已漂洋过
海!远销异邦$ 桑坡村素有&皮毛之
乡'的美誉$ 这里聚集着从事加工的
企业!大大小小有三百余家!是亚洲

最大的羊剪绒加工基地和集散地!皮
毛制品远销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
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但光环的背后! 是众多皮毛生产
企业对周边环境的无度污染! 早在
!"">

年!桑坡皮毛加工企业群体污染
便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并由省
政府督办治理! 当年孟州市关闭了桑
坡村年生产能力在

#$

万张以下的
%

家小皮毛企业! 并对
#&'

家符合生产
规模要求的皮毛企业实施深度治理!

统一治污!由桑坡村投资
($))

万元新
建三期污水处理工程$但是!该整治成
果没有得到巩固! 一些小皮毛生产企
业出现反弹!违法排污偷排偷放严重!

直至被中央电视台暗访曝光$

本报南阳讯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朱成兴 "&太感谢你们
了. 现在咱们派出所的办事效
率真是提高了! 你们真是为老
百姓着想! 俺们打心眼里高兴
啊. '

7

月
8$

日内乡县灌涨镇陈
营村

>>

岁的村民范改兰拿着
刚刚为自己的憨傻儿子办好的
户口簿! 一见到灌涨派出所所
长王波涛便难掩内心的激动和
高兴+&

?"

多年了! 我没想到今
天来这后

8"

分钟就把儿子的
户口落实了! 这个月就能领到
低保金和医疗合作保险了 !这
农忙时节的叫我少跑了多少腿
呀!咋能不感谢你们哩. '

这是内乡县公安局灌涨派

出所强化爱民举措! 强力推行
窗口单位&一站式 '办公 !在户
籍室里设&大堂经理'取得良好
效果的一个缩影$

该派出所系人口大镇!辖
>

万余人 !

!7

个行政村
8<""

多
户!人口流动性大!每天到派出
所户籍室办理户口的人很多 !

特别是周一和周二办证高峰
时! 许多群众在排了半天队轮
到自己时! 却因为手续不全而
无法办理!结果白等了半天$ 为
克服这一弊端! 该所所长王波
涛% 指导员李高波和民警们商
议决定开辟 &群众户口办理绿
色通道'$

他们在户政大厅里设立咨
询台! 由一名民警专门负责接

待群众! 对前来办理户口的群
众所持手续进行先期受理审
查%把关 !手续齐全的 !发放表
格并指导其填写相关内容 !进
入排队区安心等候户籍民警办
理(手续不全的!由&大堂经理'

向办理者告知所需要件! 并向
当事人逐条填写一张明白卡 !

注明所缺手续和项目! 使其完
备后下次一定能办理成功$ 群
众拿着明白卡办事! 从而避免
了多跑冤枉腿$

该所这一爱民举措受到辖
区群众好评!与此同时!该所还
把等待签批才能完成的户口 !

在完成办理后由包片民警直接
送证上门! 决不让群众再次跑
腿$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

讯员 郭瑜" 法官工作作风的好
坏!当事人最有发言权$ 为了切
实了解干警队伍作风的真实情
况!昨天上午!漯河市源汇区法
院邀请区人大代表% 政法委领
导%审委会委员%合议庭成员和
当事人参加当事人评议法官座
谈会$

座谈会由院党组直接组织
进行$ 案件是由审判质量管理
年活动办公室会同立案庭 %监
察室随机抽取的

!""$

年
<

月

份以来审%执结的民事 %行政 %

执行案件! 按事先规定共随机
抽取

8!

件! 邀请了这
8!

件案
件的原%被告及其代理人!申请
执行人及其代理人%被执行人!

同时请区人大% 政法委有关领
导现场监督$ 座谈会上!当事人
畅所欲言! 既可以对每个法官
说长道短! 又可以对法院工作
评头论足$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
了当事人对法官工作作风 %驾
驭庭审能力% 裁判文书说理是
否透彻% 判决是否公正以及执

行能力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的
廉洁司法情况等方面的意见及
建议$

对反映存在问题的法官 !

经调查核实后!予以严肃处理$

对有些案件!虽然裁决公正!但
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理解有偏差
而心存不满情绪! 法官们就耐
心细致地进行解释! 使之输得
服气$

据介绍! 这一活动增强了
法官廉洁%公正执法的自觉性!

促进了审判质量的提高$

孟州部分皮毛企业违法排污曝光后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瑞玲 "近
日!以残联为残疾人换发残疾人证
为契机!卫辉市法律援助中心主动
派人进驻残联! 设立了咨询台!现
场解答残疾人有关法律事务方面
的咨询服务!同时为前来换证的残
疾人发放/法律援助便民指南-!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的知晓
率! 为残疾人开辟了一条绿色通
道$

近年来!卫辉市加大法律援助
工作力度!特别是对残疾人!考虑
到他们行动和生活的许多不便!卫
辉市法律援助中心主动服务上门!

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 截至目
前!该法律援助中心共为残疾人解
答咨询

8"""

多人次! 发放宣传单
8"""

余份! 为残疾人开辟了一条
绿色通道!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郑州市教育局出台政策

严肃中招纪律

涉考工作者
工作期间喝酒
将受罚

/012345 6789 !":

符合条件的裁判书
一律上网公布

平顶山中级法院

为残疾人敞开通道

;<=>?@ABC*DEFG

HIJ6KLMNHO

郑州交警
力保!"#沿线畅通

卫辉法律援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