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开封讯 !记者 张东 通讯员

毕文杰"连日来!开封市金明区司法
局在市司法局开展的"集中攻坚一百
天#化解重大纠纷一百起$ 人民调解
专项攻坚活动中!坚持排查与调处并
重! 以化解重大疑难纠纷为着力点!

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运用多种措施
成功调处了一起因高速公路建设占
地赔偿引发的群体性矛盾纠纷%

今年
!

月份!落户金明区杏花
营镇枣林村的省重点工程郑民高
速公路金明段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附近枣林村部分村民以占地赔偿
过低为由!阻挠施工 !致使工程无
法正常进行% 当地党委#政府立即
指派区司法局#信访 #土地等相关
单位组成调解组做调处工作%

调解组调查走访后!多次召开

党员干部会#村民代表会 !广泛听
取群众的意见% 挨家挨户做群众思
想工作 ! 告知阻挠施工带来的后
果% 通过晓以利害的反复劝导!终
于统一了村民的思想认识!一件群
体性矛盾纠纷事件的成功调解!确
保了郑民高速公路建设工程金明
段顺利实施!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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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构成或疑似构

成医疗事故的典型案件或其他

严重损害患者合法权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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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

等昔日难治之症$今日遇到克星$一种特效产品
!仙草骨痛贴#攻克了这一难题$由于针对病因$

作用直接$急重症患者
"!

小时就能见效$上海"

郑州"重庆频繁出现抢购风潮%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产品! 我患病近十
年!上下楼关节疼痛#早晨起床及久坐站起时关
节僵硬迈不动步! 拍片诊断为膝关节滑膜炎#骨
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关节间隙狭窄!关节腔有积
水!多种治疗无效!医院建议换关节&&焦急绝
望之时!听说专门治疗膝关节病的特效产品$仙
草骨痛贴%问世!没多想就买了

!"

盒!用药次日
就有好转!不到

#

个月!就好的利利索索%算算多
年来治病所花费用!高达五万多元!没想到$仙草
骨痛贴%

#$"

元就基本康复&&$高先生兴奋地说%

专家揭秘'膝关节病!主要原因是关节软骨
蜕变引发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
伤等!几种疾病常相伴而生!"仙草骨痛贴$根据
元代(十药神书)收载的疗骨奇方博采众家之长
专门针对此类疾病研制而成!由于独家采用了现
代生物低温浓缩技术提取!药力强!药性猛!强效
活性成分能直透皮下骨质!通过营养修复关节软
骨#滑膜#半月板!溶解钝化骨刺!消除粘连水肿
和无菌性炎症!迅速解除疼痛!急性发作期

"!

小
时见效!两个礼拜恢复正常生活&&拄拐杖坐轮
椅的重症患者按疗程使用也经常有奇迹发生*

高浓缩产品上市!迎五一!买
$

送
%

!买一疗
程送一疗程优惠风暴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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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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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赵蕾

通讯员 朱庆乐 高方茹 施国

政"

!

月
"&

日!河南省法制宣传
教育工作会在鲁山召开 ! 会议
明确了今年的法制宣传重点 '

以强化依法行政为重点 ! 提高
依法行政和服务社会水平 +以
服务民生为核心! 促进社会矛
盾化解! 为和谐社会建设打造
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据河南省依法治省办公室
副主任# 省司法厅副厅长黄庚
倜介绍!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
法是法制宣传的重点 ! 也是法
治城市建设的重点 % 今年 !我
省将组织编印 (公务员依法行
政警示录)!以真实的事例教育
引导公务员依法用权 ! 完善和

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前法律咨询
论证制度 ! 规范机关单位的决
策#管理和服务行为 !遏制某些
重点执法单位以言代法 # 以权
代法现象 ! 切实提高各级领导
干部及公务员队伍依法执政 #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能力 !主
动加强(侵权责任法 )的宣传教
育!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基层法治管理能力将作为
我省今年宣传教育的重点 % 我
省将加强农村两委干部和社区
工作人员法制培训力度 ! 提高
其依法管理服务 # 防范和处理
各种矛盾纠纷的能力 + 整合资
源 ! 将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
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有机
结合起来 ! 增强法制宣传教育

的服务性#实效性% 紧密围绕与
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征收
征用 #房屋拆迁 #库区移民 #就
业安置 #劳动用工 #交通事故 #

医疗纠纷 # 信访等突出问题和
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 有针对性
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 引导群
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 ! 维护合
法权益 !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在
基层一线%

为确保法制宣传收到实效!

会议部署了 "五五普法 $规划验
收和法治县,市 #区 -考核工作 !

量化细化法制宣传考核!实现由
虚到实#由阶段性到可持续性的
发展 !让党委 #政府切实看到法
制宣传的实效!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法制宣传的实惠%

本报安阳讯!记者 苑中华 于

彦彬 通讯员 周孟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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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温春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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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在安阳市汽车
检测站内隆重举行的残疾人代步
车辆发放仪式上!包括吕全民在内
首批

$&

名残疾三轮车主交出自己
的旧三轮摩托!不仅换得与新车价
格等额的现金!还免费领取了一辆
新的残疾人专用代步车%

自
'

月份开始的安阳市市区
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在
市委市政府的强力主导下已经取
得初步成效! 杜绝了市区三轮车
非法营运现象!机动车乱停乱放#

出租车乱掉头# 非机动车走快车
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
遏制! 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
善! 整治行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 为有效解决残疾人三
轮车主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安阳
市委# 市政府研究制定了惠及广
大残疾人三轮车业主的一系列措
施! 为残疾人置换代步工具就是
其中之一% 为了真正把这件好事
办好!市政府共投资

&((

余万元!

用于收购残疾人三轮车! 并为下
肢有残疾且符合置换条件的车主
置换代步工具! 预计购置残疾人
代步车

$((

余辆! 除了首期发放
的

$&

辆之外!其余车辆将分批分
期陆续发放%

在当天的发放仪式上! 安阳
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笑东要求参
战各单位在始终保持对交通整治
工作严管重罚态势的同时! 积极
做好残疾人三轮车主的救助帮扶
工作%

!

舞阳县检察院在控申接待工
作中实行首次接待风险评估告知制
度! 对首次来访人反映的问题从成
本#时间#结果等几个方面进行风险
评估! 并将评估情况明确告知来访
人! 使来访者对自己未来的申诉之
路有一个预判! 让申诉有理有据者
增强信心! 让对法律和事实缺乏清
醒认识! 错误上访或者无理上访者
降低期待!明白上访只能增加成本

)

且长期上访奔波! 不仅在社会上产
生不良影响! 而且自身也遭受颠簸
之苦!息诉息访是正确选择!使其彻
底打消上访念头%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永刚 王凤琴"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张

胜利 冯彬喜" 青海玉树发生重大地
震灾害后!新密市检察院驻郑州监狱
检察室立即调取青海籍服刑人员信
息资料! 发现有

!

名青海籍服刑人
员%虽然这

!

人的家均不在青海玉树
灾区!但他们均与灾区有牵连!为稳
定他们的情绪!检察室检察官和监狱
管教为他们开通了"青海热线$电话%

青海省化陇县# 门源县和格尔
木市服刑人员韩某# 李某和袁某!通
过热线电话分别得知在玉树的姑姑#

哥哥和亲朋无恙时!心中的石头落了
地%青海省西宁市服刑人员曹某通过
亲情电话得知在玉树县打工的哥哥
被灾难夺去了生命后! 情绪波动很
大!在驻所检察官和监狱管教多次谈
心后!曹某走出了阴影!表示要好好
改造!早日出狱!好好回报社会%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坚持执法为
民!认真落实"三个至上$的要求!采
取四项措施力促信访案件结案% 一
是加强组织协调! 集中执结一批影
响较大的涉执信访案件% 二是变更
承办法官!力求当事人满意%三是司
法救助!阐法释理!做好涉执信访当
事人的思想工作% 四是争取当事人
的理解与支持% &朱晓源 李勇'

本报洛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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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富昌 特

约记者 马恰 通讯员 李伟民 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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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中国洛阳第二届小
浪底法治论坛$在洛阳开幕!本届
论坛历时两天!主题为司法心理与
职务犯罪% 中国犯罪心理测试专
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生导师
武伯欣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
理研究所所长马皑!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犯罪心理学专业教授李玫瑾
等专家学者分别做了专题发言!他
们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和具
体案例!与来自省市检察机关及法
院#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

"((

多名
政法干警进行了交流%

"小浪底法治论坛$主办方#洛阳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种松志表示!论
坛经过两次成功举办!已建立了制度
化运作模式!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提高
了整个检察官队伍的执法能力!法律
监督能力和综合素质水平%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张朝晖"

!

月
"$

日! 嵩山发生两起
游客遇险事件%登封市消防大队

%'

名官兵在登封公安民警和登封市
户外救援队的积极协助下!经过历
时

%(

个多小时的冒雨抢救! 成功
救出

*

名遇险人员!除一人右腿受
伤外!其余均完好无损% 据悉!今年
!

月份以来! 嵩山已经发生
#

起游
客遇险事件!其中两人死亡 !多人
受伤%

登封市消防大队教导员孙伟分
析认为!嵩山屡屡发生驴友和游客
遇险事件!除了嵩山特有的险峻环
境外!驴友探险和游客猎奇是遇险
的主要原因!春夏之际!天好日暖!

游览嵩山游客与日俱增!孙伟提醒
驴友和游客要注意天气变化!慎重
择取登山时间!确保安全%

!

为提高执法质量! 规范执法
行为!积极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温县
公安局在"

%%(

警情回访$工作机制
的基础上!推出了短信回访平台!利
用手机短信方式对

%%(

接处警情况
进行回访!认真听取意见!提升服务
质量%截至目前!该局通过"短信$方
式回访报警群众

"((

余人次! 群众
对接警态度满意率# 处警效率满意
率均达

#(%

以上! 辖区群众对公安
机关的这种工作方式纷纷表示满意
和赞许%

!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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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出招治顽疾'

<=>?@

ABCDEFGH

"

简明新闻

嵩山遇险事件
本月发生 9起

检察官与监狱
搭起&青海热线'

小浪底法治论坛
提升检察队伍综合能力

!"

昨日的会议明确了普法验收的否定

性指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法治县&市"

区'将被取消(

!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中发生重大违纪

违法案件#"!发生因出台与宪法"法律"法

规相抵触的文件"规定$在全省造成较大

影响的事件#"!发生因违法行政" 司法不

公引发的在全省有较大影响的群体性事

件或公民死亡事件#"!发生因失职" 渎职

导致严重危害公民健康"生命财产安全或

者公共财产安全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因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造成人

民群众身体"财产重大损失或在全省有恶

劣影响的事件#"!发生因监管不力造成重

大环境事故或者在全省有影响的重大环

境污染事件#%

普法验收的否定性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