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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王革 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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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郑州市监狱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西环路中段西流湖畔!是郑州市唯一一家刑罚执行机关" 组建
45

年来!在

河南省司法厅和郑州市司法局的领导下!郑州市监狱历届党委认真贯彻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

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始终坚持以维护监狱安全稳定为发展基础!以加强队伍建设为发展前提!以提高教

育改造质量为工作中心!以#建一流班子%带过硬队伍%创一流业绩$为治狱思路!带领全狱干警走出了一条团

结奋进%拼搏创新的发展之路" 该狱先后获得了&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省级文明单位$%&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集体$等
67

余项省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并被司法部荣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被河南省司法厅荣记集体

二等功两次'

截至目前!郑州市监狱顺利实现了建狱
45

年!持续
45

年安全稳定无事故!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抓好自身建设
筑牢安全领导防线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 该
狱组建之初$新的领导班子召开的第
一次党委会$就着重研究了党委班子
自身建设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强党
委班子自身建设的决议#" 在日常工
作中$班子成员认真落实基层联系点
制度$坚持过双重组织生活$主动开
展!一对一#谈心活动$实现了监狱发
展矛盾和安全隐患发现在基层%措施
制定在基层%问题隐患解决在基层"

郑州市监狱历届党委始终坚持
从严治警 %依法管警 %素质强警 %从
优待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来弥补 !物防 #和 !技防 #的 !先天不
足#" 依据上级要求$该狱党委先后
出台了

!""

多项规章制度$ 每年结
合实际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 努力
构建了监狱人民警察综合素质教育
训练长效机制 "

!""#

年 $在全省监
狱系统率先出台实施了 &监狱人民
警察专业化管理办法'$有效提高了
警察队伍的专业化素质和综合防控
能力 "

$%

年来 $该狱党委先后
&

次
被郑州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党委中心理论学习先进单位$ 先后
有

'

个科室%监区
!(

次荣记集体三
等功(两人荣记个人一等功 $

)

人荣
记个人二等功 $

)(

人荣记个人三等
功$

&

人获得绿城卫士称号"

健全&四项机制$

筑牢安全制度防线

郑州市监狱以创建 !平安监狱#

为载体$ 不断健全监管安全责任机
制%教育转化机制%防控排查机制和
应急处置机制$先后建立了从监狱领

导%职能科室%监区领导%分监区领导
到基层警察的层层安全责任制$把安
全工作情况作为对各级领导班子的
主要考核内容$对发生监管安全事故
的单位和领导实行一票否决$不断完
善防%控%打为一体的狱侦工作格局$

突出超前防范意识$ 做好犯情排查%

分析和预测工作$ 及时侦破预谋案
件"

(%

年来$该狱累计排查出危险犯
*&(

人$ 成功侦破预谋案件
(%

起$通
过积极开展与郑州市武警支队的!三
共#活动$完善应急指挥和组织机构$

丰富突发事件的内涵和外延$不但把
预防罪犯凶杀%暴狱%哄监闹狱%劫持
人质等狱内监管安全事故作为防范
重点$还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
灾害等危及监狱安全的突发事件作
为防范内容"

对顽危犯实施竞标承包教育转
化$在警察中实行 !点警约谈制 #和
!首问负责制#$ 坚持做到 !一般问
题不过周 $特殊问题不过日 #$确保
(+"!

的监区警察对服刑人员进行
个别教育 $

(""!

的服刑人员接受个
别教育 $

(""!

顽危犯的控制教育转

化责任落实到警察$ 顽危犯转化率
平均在

'",

以上" 积极开展经常性
心理健康教育和抓好个案的咨询 %

矫治相结合$ 成功研发了罪犯个体
改造质量评估软件系统$ 并在全省
得到推广"目前该狱已有

!!

人获得
三级心理咨询师 %

$

人获得二级心
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积极运用社会
力量对罪犯进行帮教$ 先后建成了
电教中心%心理矫治中心%心理健康
热线 %服刑指导中心 %心理宣泄室 %

法律援助工作站% 青年志愿者工作
站%计算机培训中心%河南出版中等
职业学校郑州市监狱分校等$ 并开
展相关学历教育$目前已有

$+&#

名
罪犯获得了省劳动厅颁发的技术等
级证书" 监狱先后邀请社会各界人
士来狱举办帮教会

$%++

场次$签订
帮教协议覆盖面达到

'*,

$ 收到了
良好效果"

坚持执法为民
确保执法公正

强化监管设施硬件建设$ 是实

现监狱安全稳定的保障" 郑州市监
狱在重视软件建设的同时$ 不断加
大硬件建设力度"建狱以来$该狱以
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建设为标准 $

投资
$%++

多万元对全狱围墙进行
了多次加宽%加厚和电网改造$增设
改造了岗楼 $ 建立了警犬队 (

!++$

年以来先后投资
*+++

多万元$先后
建成了新监舍楼%阳光超市%罪犯食
堂和

$$

个劳动习艺车间$在劳动改
造区与办公区之间架设了隔离网 $

安装了 !

-

%

.

#门禁系统和路障机 $

对劳动改造实现了全封闭 $并投
*"

多万元在全狱安装了高中低红外线
报警系统和实时数码监控系统 $进
一步提高了安全系数"

公正文明执法是监狱工作的生
命线" 郑州市监狱在全省监狱系统
率先安装了狱务公开触摸屏$ 充分
保障了社会人士和服刑人员亲属对
服刑人员改造情况的知情权$ 更加
方便了社会各界对监狱执法的监
督" 同时在狱内设立了 !四箱#$即
申诉箱 %控告箱 %检举箱和选举箱 $

充分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

年来$该狱共办理服刑人员减刑%假
释 % 保外就医等各类案件

&%!%

人
次$共对

#(&%

名服刑人员进行了各
类行政奖励$未出现一起差错$未收
到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一起投诉" 在
今年的全省执法大检查活动中 $该
狱实现了零差错"

通过抓队伍强制度$ 郑州市监
狱构建了安全防范长效机制$ 监狱
持续

("

年保持了部级现代化文明
监狱的称号$ 连续

'

年保持省级文
明单位称号 $

!""#

年至
!"")

年 $郑
州市监狱连续

*

年被河南省监狱管
理局表彰为监管安全一级单位和安
全生产先进单位"

执法工作大接访活动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通

讯员 范青
3

文图 )近日 $尹某双
手捧着写有 !秉公办事 %调解有
力 #的锦旗 $来到郑州市金水区
南阳路街道办事处东风社区调
委会 $ 将锦旗送到调解员韩兆
安手中 )如图 *$表达对调委会
以及调解员的感谢之情"

今年
%

月
&"

日$ 家住亚新
美好时光小区郝某的老公下夜
班没有关好房门 $ 在客厅的沙
发上睡着了 $ 尹某的老公进了
郝某家 $不小心撞上柜子 $惊醒
了正在睡觉的郝某 $于是 $郝某
家报了警 " 在

(("

调解的过程
中 $ 郝某要求对方赔偿她的精
神损失费

(

万元 $ 可尹某不愿
意 " 两家人又来到金水区南阳
新村街道办事处东风社区调委
会 $ 找到了调委会主任王淑婷
和专职人民调解员韩兆安 $向
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烦心事 " 在
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后 $韩
兆安及时找到双方当事人了解
情况 $采取 !背靠背 #的方式 $分
别与当事双方交谈 $ 耐心细致
地给他们分析现状 %摆明道理 "

最终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尹
某的老公拿出

&"""

元作为郝某
的精神损害赔偿 $ 并写出道歉
信和保证书 $ 双方在调解协议
书上签字 $ 一起邻里纠纷最终
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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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3

文

图)

/

月
(*

日$一次特殊的家庭
会议在郑州市大学路办事处召
开 )如图 *" 在工作人员的主持
下 $ 裴琪老人和子女们在协议
书上签了名"

裴琪老人今年
)#

岁 $

#

个
孩子都不在身边 $ 老人患有糖
尿病 $又独自一人居住 $生活很
不方便"

/

月
&

日$社区和大学
路司法所的领导得知老人生病
后 $将老人送到医院 $并找来护
工

!#

小时护理 " 此后 $司法所
同志多次联系其子女 $ 商议家
庭会议事宜以及老人以后的生
活和住院问题 $ 并起草家庭赡
养协议书"

调解中$司法所所长和社区
薛主任 % 民调员轮番做老人子
女的思想工作" 最终$裴琪老人
的子女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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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牟县法院日前判决
一起连续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件$被
告人张修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

年$ 剥夺政治权利
!

年$ 并处罚金
*"""

元"

从去年
((

月至今年
#

月$ 张修
在郑州市二七广场和航海路附近连
续作案

*

起$每次都以租车的名义抢
劫出租车司机$多则几千元$少则抢

走一串钥匙"

!"")

年
((

月
!(

日晚$

张修在二七广场附近以租车为由将
一出租车骗至中牟县姚家乡闫家村
南一柏油路上$对司机威胁后$抢走
一部价值

!%("

元的手机和
!""

余元
现金" 今年

#

月
)

日晚$张修在航海
路与大学路交叉口中都饭店附近$以
租车为名将一出租车骗至中牟县姚
家乡岗王村东一土路上$用事先准备

好的水果刀对司机进行威胁后$抢走
其钥匙一串"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修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以暴力相威胁$多次强行
劫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
罪"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
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

人名均为化名"(李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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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王辉)!太感谢你们了$ 吃块西瓜解
解渴吧$要不是你们帮忙$我还真不
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瓜车从沟里弄
出来呢" #昨日$一辆装着

(*""

多公
斤西瓜的瓜车陷进地面的坑里$正
在巡逻的巡防队员看到$ 帮忙把瓜
车推了出来$瓜农感激不尽"

/

月
('

日
)

时许$ 因前几天
下雨导致路面土质松软$一辆承载
(*""

多公斤西瓜的农用三轮车行
驶至前进路与岗坡路口时$后轮突
然陷入地面$部分西瓜被摔碎" 正
在瓜农焦急万分的时候$中原区建
设路办事处巡防队员李方勇与郭
建明刚好巡逻至此$ 看到这一幕$

巡防队员找来千斤顶$把瓜车支起
来后$又帮助瓜农把车上千余公斤
的西瓜逐个搬运到路旁$ 随后$把
陷进去的瓜车推了出来"

事后$ 瓜农十分感谢巡防队
员$ 忙切开西瓜请巡防队员吃$被
巡防队员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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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张永刚)!借款合同办公证$国家法律
有规定(到期如果不还款$依法申请
去执行" #这是

/

月
(&

日$新郑市梨
河镇司法所所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
任王根选的手机上收到的这样一条
短信"王根选看到短信后说+!这种普
法形式比较新颖$ 内容直接明了$浅

显易懂$倍感亲切和温馨$对提升我
市农民的整体法律意识$提高我市法
制化水平进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据了解$这是新郑市司法局开展
普法宣传活动又一个新的形式和活
动载体" 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推动五五普法实施进程$将!普法进
家入户#责任目标落到实处$日前$新

郑市司法局组织相关业务部门精心
编写普法短信$通过手机发送给广大
农民朋友$重点是发给乡)镇*%办事
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村)居*两委
干部及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等$由点
到面$由表入里$以此把该市的普法
宣传活动推向深入" 截至目前$普法
短信共发出信息万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