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朱

平伟 李会芬" 为深入贯彻中央信访

工作精神#规范涉法涉诉信访秩序#畅

通涉法涉诉信访渠道#全力维护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鄢陵县检察院在连

续六年无赴省进京访发生的基础上#

自
!

月
"

日起#该院积极开展$争做阳

光接待窗口#争做文明接待员#争做人

民群众贴心人%的$阳光息访%活动#把

解决执法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结合

起来#全面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这次$阳光息访 %活动以落实

检察机关向社会公开承诺的八件

实事为载体 #按照 $留得下 '稳得

住'问题解决得了%的要求#检察长

亲自带头接待上访群众#着力解决

突出问题#确保上访群众人人受到

公平接待& 该院充分发挥两级院视

频接访系统的便民作用#为来访群

众创造文明舒适'便捷宽松的接待

环境#把属于本院管辖的信访案件

$全部留得下%( 接待人员举止文

明'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做好法

律政策宣传及思想教育疏导工作#

严格依法处理好每一件来信来访#

以案件信息查询系统作为平台#为

信访群众提供便捷'高效 '透明的

服务#把属于本院管辖的信访案件

$全部稳得住%( 对于属于检察机关

管辖的每一件涉法信访案件明确

包案领导和办案人员#设身处地帮

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使群众亲身感受到阳光般的温

暖# 把属于本院管辖的信访案件

$全部化解得了%& 截至目前#该院

上半年无一起赴省进京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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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永刚 张书锋 实习生 郭俊功平安河南巡礼之十!!!新郑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吴倩 记

者 汲瑞#

!

月
"#

日#河南万翔律

师事务所被省司法厅和省律师

协会评为优秀律师事务所揭牌

仪式举行&

据介绍#万翔律师事务所律

师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不断

提高#经常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及

法律援助工作 # 为维护社会稳

定'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作出了

一定的贡献#经过省司法厅和省

律师协会的综合考评获此殊荣&

素质过硬 热心公益
万翔律师所被评优秀

本报讯 "记者 汲瑞 通讯员

王辉#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地税局

稽查局获悉#截至
$

月底#该局检

查纳税人
%&'

户# 累计查补入库

税款'滞纳金'罚款合计
(#%%

万

元&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郑州市

各级地税稽查部门在全市开展了

对大型连锁超市'电视购物企业'

建筑安装业'营利性医疗及教育

培训机构的指令性专项检查以及

%

年以上未实施稽查的重点税源

企业'中介服务业'品牌经销及分

销商'拍卖企业'非居民企业等行

业的指导性专项检查等多次专项

行动#并加大了对发票违法犯罪

活动的打击力度#均取得了明显

成效&

本报周口讯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贾巍 李俊义 安琪# 周口市检察机关反

渎职侵权工作连年位居全省先进行

列&

)##*

年#周口市检察院开展的$质

量管理年%活动使办理的反渎案件质

量又上了一个台阶& 上半年#全市检

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渎职侵权犯罪

案件
("

件
!!

人#同比增加
$+*&!

(法

院作有罪判决
)(

件
%)

人#同比增加

$#!

& 是什么让该院取得这些成绩)

$提高案件质量必须加强流程管

理% 是身经百战的市院副检察长邱成

功的经验之谈& 为严把案件质量关#保

证办案程序的公正# 市检察院反渎局

在严格案件流程管理上下工夫* 形式

上以案件流程表为载体# 将案件的管

辖'线索受理'分流'初查'立案'侦查'

侦查终结' 审查起诉等环节的情况及

责任人统一显示在一张表上# 使主管

检察长' 局长及有关工作人员可以方

便地对案件进行全程跟踪和监控& 内

容上进行全过程'无缝隙'上下有机衔

接的诉讼流程管理# 在确保案件质量

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办案效率&

为全面'及时掌握全市检察机关反

渎职侵权工作开展情况#该院制定了每

月例会制度#定期讲评工作& 该制度的

实施有效统筹了全市检察机关反渎职

侵权部门业务工作的整体推进#提高了

工作效率#促进了科学管理&

诉讼成本高 !困难群

众打不起官司曾是社会

反映的一个热点问题 "为

此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台相关规定 "开辟绿色

通道 "将没有固定生活来

源的孤寡老人 ! 孤儿 !残

疾人 ! 低保对象等
"%

类

当事人列为缓减免诉讼

费的对象 # 凡符合条件

的 "焦作市中级法院将在

最短的时间内为其办理

相关手续 "最大限度地保

障困难群众的诉讼权利

不因经济困难受到影响$

据统计 "

%

个月来 "焦

作市中级法院共为
%(

起

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

近
)#

万元"受到了群众的

热烈欢迎$

$这些年来#政府很关心我们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我们有什么

事情跟政府说 # 政府会为我们做

主& %在新郑市张垌村#张大爷家坐

在村口#一边抽烟一边说#$我们的

事情有人管有人问#而且大多得到

了解决#甚至跑到我们自己家门口

来为我们办事#我们很满意& %

新郑市多年来坚持切实解决

群众身边事& 为深入了解民情民

意# 新郑市建立了完善的机制#每

月
"(

日作为信访接待日# 领导干

部都会主动深入到村组'企业进行

走访调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多

年来#一些信访问题和社会矛盾不

仅得到了及时解决#避免了矛盾激

化升级#而且大量涉及民生的问题

也被有效化解&

同时 #该市广开言路 #在设立

书记'市长信箱和开通市长热线的

基础上#又结合社会发展 #在网上

开办了+在线访谈,栏目#拓宽了上

情下达'下请上传的渠道 #对民生

民情的掌握也更加快捷和全面&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

这是群众对政府努力做好群众工

作的评价& 新郑市为及时发现问

题#实行市'乡镇!办事处"'村!居

委会"'组$四级%矛盾排查& 市里一

月一查#乡镇半月一查#行政村'村

组一周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解决& 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和特

殊'敏感时期还重点排查 #集中开

展矛盾排查调处活动&

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改善民

生一直是新郑市平安建设的重要内

容& 为此#新郑市制定了$学有所教'

成有其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困有

所帮'住有所居'闲有所乐%的总体目

标#并一步一个脚印的贯彻实施&

几年来#新郑市新建'改造城乡

中小学
)'

所#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免

费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了高中教育#

上学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针

对看病难的老难题#新郑市用
%

年时

间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了标准行政村

卫生所#努力使全市
*'+!,

的农村村

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城镇

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也达到

了
$#,

&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郑市先

后开展就业培训
*

万多人次#转移农

村富余劳动力'返乡农民工'高校毕

业生共计
"#

万余人&

一位在敬老院聊天的老汉告

诉记者#这几年#为了让五保老年

人安享晚年# 市政府先后新建'改

扩建乡镇敬老院
"&

所# 全市五保

户集中供养率超过
'#,

#再有五年

时间#我们市的五保老人就会被全

部集中供养了#幸福着呢&

强管理 重质量

周口反渎职侵权案件半年

有罪判决
%)

人"办案经验%

郑州市地税局稽查局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

敏#为全力做好新中国成立
$#

周年

大庆安保工作# 为人民群众创造安

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省公安厅结合

夏季治安特点# 决定于
!

'

'

'

*

三个

月在全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 $严打

刑事犯罪夏季会战%# 全警联动#重

拳出击#全面围剿#严打严防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据悉# 此次夏季会战的打击重

点是* 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暴力犯

罪' 容易成为热点的严重刑事犯罪&

尤其是恐怖暴力犯罪活动和涉枪'涉

爆'涉及危险品的犯罪以及拐卖妇女

儿童'抢劫银行'绑架和涉外犯罪&对

已经发生列入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督

捕的涉枪涉爆犯罪案件和逃犯#破案

率'抓捕率要达到
'#!

以上&

省公安厅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

要快侦快破新发命案# 各省辖市现

行命案破案率要动态保持在
*%!

以

上&至
*

月底#各省辖市侦破命案积

案'抓获外省命案逃犯'侦破外省命

案数要达到前三年同期平均水平#

上半年侦破的现行命案全部侦查终

结移送起诉&

严厉打击黑恶犯罪&至
*

月底#

各级公安机关上半年立案侦办的涉

黑涉恶案件' 省挂牌督办案件
*#!

以上要侦查终结移送起诉# 省挂牌

督捕逃犯要抓获
'#!

以上#督办'转

办线索查结率达到
*#!

以上& 各级

公安机关要坚持打大管小# 加大打

击$两抢一盗%等侵财犯罪力度& 至

*

月底#省厅挂牌督办$两抢一盗 %

案件和督捕 $两抢一盗% 逃犯破案

率'抓获率均要达到
!#!

以上&

强力缉捕网上逃犯# 减少社会

治安隐患&力争
*

月底#各省辖市公

安机关人均抓获历年逃犯' 外省逃

犯' 故意杀人逃犯数量高于去年同

期水平#网上逃犯总量明显下降&切

实加强重点区域整治# 彻底改变治

安混乱局面& 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

$警力跟着警情走' 措施跟着警情

定%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上

街面#实行动态布警#精确防控&

省公安厅表示 # 通过严厉打

击 '严密防范 #全省公安努力实现

$五个坚决不发生 % 的总体目标 *

即 #坚决不发生系列杀人 '涉枪涉

爆等重特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坚

决不发生黑恶犯罪势力坐大成势

滋扰稳定的群体性案事件(坚决不

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和造成群死群

伤的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坚决不发

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影响社会

稳定的热点案事件(坚决不发生来

自河南的对首都新中国成立
$#

周

年庆典的刑事犯罪干扰&

>.?@ABCDEF

"

坚决不发生系列杀人&涉枪涉爆等重特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

坚决不发生黑恶犯罪势力坐大成势滋扰稳定的群体性案事件

"

坚决不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和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治安灾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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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锋

!

月
"#

日" 云南省玉溪市澄

江县法院发生一起怪事%一名律师

因没有顺从法官的意愿"法官竟叫

法警用手铐把律师铐在法院篮球

架上晒太阳
&#

分钟左右$(报道见

今日本报
"$

版)

人们从古代的审判案件影视报

道中经常会看到% 堂上的老爷动不

动就拍惊堂木&掷签子"喝令*打你

四十大板+$ 今年
&

月"当事人陈书

伟因为在上诉状中写一*操+字"被

深圳福田法院拘留
"(

日, 今年
$

月" 业主杨燕林因拍录法院执法活

动"被枣阳市法院拘留
"(

天$ 我们

从上述这几起新闻事件中似乎真切

地感受到了当今时代一些法官的威

风和威严" 惹我不高兴"*打你四十

大板+"打得你皮开肉绽$ 可惜现在

不允许打板子" 那么就 *拘留
"(

天+"看你服是不服"怕是不怕-

从这些法官动辄拘人的事件来

看" 我们姑且不论法官的行为是否

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 笔者这里从

司法为民! 法院建设的高度上分析

如下" 表面上是个别法官 *脾气不

好"火气很大+"对让自己不高兴!不

满意的当事人随意实施惩戒, 从第

二个层次看" 是法院的拘留权使用

太随意"司法拘留权成为法院*张扬

法律权威+ 的工具, 从第三个层次

看"是人民法官忘记了*人民+两个

字"只把自己当*官+"忘记了宗旨和

根本"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忘记了人

民法官的基本要求$

所以"对这些法院!这些法官

随意拘留报复当事人的问题不能

小视"更高一些级别的司法机关应

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时采取相应

举措"预防和治理乱打板子!乱拘

公民的行为,与此同时"必须进一

步明确和规范司法拘留权的使用$

对待发生的个案"也要严格依法处

理" 对责任人作出适当惩戒的同

时"提醒人民法官面对人民群众要

压下心头火气$

记者 杨家军 通讯员 黄金荣 樊倩 董艳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