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焦作讯 !记者 刘华 通讯

员 吴永红 薛勇"

!

月
"

日! 焦作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绍勇带领市人
大调研组到该市法律援助中心调
研! 对该市的法律援助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焦作市司法局局长樊国就该市
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
发展方向向调研组作了介绍" 在得
知该市法律援助工作已延伸到全市
各个领域!基本形成了城镇半小时#

乡村
#

小时的 $法律援助服务圈%

时! 苗绍勇要求法律援助要在便民
服务上下工夫" 该市人大常委会法
律援助工作调研组还实地视察了法
律援助接待大厅! 与法律援助值班
律师亲切交谈! 观看了该市法律援
助工作专题片"

本报讯 !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董园园 丁丽丽"

!

月
$

日! 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
南省分行$百亿送贷行动%推进会在
郑州隆重召开! 来自我省各市地的
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省$百亿送贷
行动%领导小组组长#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局长董光峰! 省 $百亿送贷行
动%领导小组组长#邮政储蓄银行河
南省分行行长宋英忠出席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 $百亿送
贷行动%的成果!表彰先进!鼓舞士
气!动员全省各级工商机关#邮政银
行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加大工作力度!圆满完成今年内
的目标任务! 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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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源讯 !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 吴建生
%

文图"

!

月
"

日! 济源#焦
作警务协作会议在济源市举行!济源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
局局长李刚!焦作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丁保东就两地警务协作工作
机制进行了商讨&如图'"

会议提出!济源 #焦作两地社会
经济发展及社会治安有很强的互补
性#协作性!两地警务协作将进一步
提高两地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和驾
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最大限度地
提高两地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李刚#丁保东指出!济源#焦作两
地警方要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深化合
作领域!提高合作层次!构建警务协
作网络平台! 完善警务协作机制!为
共筑两地平安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红 记者郭

跃华"近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河
南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原则
上! 我省每个乡镇都将建设规模适
度# 基本满足当地实际需要的农村
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按照要求!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
构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政府
举办" 省辖市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

县级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审批#监
督#指导工作" 乡镇政府负责管理本
行政区域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的建设#管理工作" 乡镇长是农村五
保供养第一责任人

&

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原则上
应建在临近乡镇政府驻地或集中居
住区" 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国有#集体
闲置资产!改建#扩建和新建农村五
保供养服务设施" 服务对象以农村
五保供养对象为主" 有条件的农村
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可向社会开放!

为社会老人提供代养服务
&

但不得接
收精神病患者#传染病人"

(办法)要求!农村五保供养对
象入住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须由
本人提出申请! 经乡镇政府批准

&

并

由本人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双
方签订入院协议" 农村五保供养服
务机构应设立管理委员会! 实行民
主管理! 管理委员会成员必须经农
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全体人员民主
选举产生! 管理委员会成员中供养
人员所占比例不得少于

#%'

"农村五
保供养服务机构每月应向供养人员
发放零用钱"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设立
医务保健室

&

定期为供养人员和工作
人员检查身体"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
构还可根据供养人员身体状况!组织
供养人员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
和经营活动!并给予适当报酬"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宁晓波"昨
日 ! 省公安厅在郑州市郑东新区
()*

广场举行了河南省公安机关警
车审验合格证发放仪式" 凡警车入
户#年审#警用标志喷涂#警灯警报器
安装等检查验收合格的!由省公安厅
发放统一编号的河南省公安机关警
车审验合格证&以下简称合格证'"

!

月
#+

日以后! 省公安厅将在全省开
展警车治理集中督察行动!对已发放
合格证的警车逐一督察验收!对未张

贴合格证而上路行驶的警车一律查
扣并追究责任" 下一步!省公安厅将
继续加大对警车的监督管理力度!拟
对全省所有警车实行

,-.

定位管
理!这项工作首先由省公安厅机关带
头!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已
批示! 要求

!"

天内省公安厅所有警
车全部安装

,-.

定位系统"

今年
'

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
关部署开展了为期

!"

个月的警车和
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活动"半

年来!省公安厅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
署!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不怕揭短亮
丑!及时查纠整改了一大批警车和涉
案车辆违规问题! 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截至目前!全省共集中办理入户
警车

#+/0

辆! 集中销毁已达报废年
限警车

+1+/

辆*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共清理涉案车辆

'2#+0

辆"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建中表
示!获得合格证的警车!不光是要像
普通车辆一样经过交管部门的车辆

年审!更重要的是!在警用标志喷涂#

警灯警报器安装等方面要符合检查
验收规定"同时对已审验合格的警车
实行一车一档#新增警车报督察备案
制度" 实行警车审验合格证制度!只
是规范警车管理的第一步"对涉案车
辆! 省公安厅也将研究制定具体的#

操作性强的标准规范!力争通过一系
列机制建设!实现对警车和涉案车辆
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进一步提高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

#赵庭长这个周末就没怎么休

息$ 一直为今天上午开庭的案子忙

活% &今天上午一上班$在焦作市山

阳区法院刑庭庭长赵继玲的办公

室$那里的实习生见我找赵庭长$说

赵庭长正忙着布置审判庭%

我走到审判庭发现$ 赵继玲和

法官张嘉正在整理案卷' 摆放标志

牌%#孩子犯案时刚过
#/

周岁$正是

上初中的年龄% &赵继玲说% 当看到

这个案卷时$ 赵继玲和张嘉就分析

孩子犯案的原因% 赵继玲在走访了

孩子的家庭后发现$ 孩子刚上初中

不久$其父母就离异了$孩子辍学跟

随父亲做生意%#因为父亲经常打麻

将$ 很少管教孩子$ 孩子就开始上

网$最终因上网缺钱$才去抢劫%&张

嘉说%

#刚接手案子的时候$做工作的

时间不是花费在孩子身上$ 而是花

费在孩子父母的身上% &赵继玲说$

#刚开始$ 孩子的父母不愿意出面$

但是未成年人审判$ 其监护人必须

到庭$否则不能依法开庭% 为此$赵

继玲与张嘉每逢周末就跑到当事人

家中去做思想工作$ 最终征得了孩

子父母的同意% &

#为了这个庭审$都不知道到那

家走访了多少次$ 每次都要做将近

一个小时的思想工作$ 终于把那个

孩子的父母聚到一起% &张嘉说% 该

案是一个未成年人抢劫案$ 因不能

公开审判$也不能判处服刑$唯一可

做的工作就是进行走访$ 做家长工

作和对孩子进行庭上教育%#这样的

案子我们办了很多件$ 案发的原因

多与孩子的父母有关$ 这次让孩子

的父母参加庭审$ 一是当他们的面

教育孩子知错就改$ 二是希望其父

母以后好好管教孩子% &

上午
$

时许$庭审开始%法警带

过来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孩子的

对面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现在$ 父母对孩子都宠爱有

加$ 有些父母遗忘了监护孩子的责

任$ 以至于让孩子形成了错误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 加上社会上的一些

不良诱惑 $ 孩子更容易违法或犯

罪% &庭审中$法官并没有谈及过多

的抢劫情节$ 更多的是庭上教育和

感化% 张嘉按照自己剖析的青少年

犯罪原因$ 在庭审中不但对孩子进

行教育$ 也旁敲侧击地教育了孩子

的父母%孩子的父母面带羞愧之色$

孩子只是默默倾听%庭审完毕$赵继

玲宣读了判决结果后$ 就让父母带

走了孩子%

临走时$ 孩子突然跑到赵继玲

和张嘉面前$很认真地说了一声#谢

谢&%

#虽然跑了很多次才将孩子父

母的工作做通% (孩子)这两个字$让

我感觉做多少工作都觉得值* &赵继

玲感动地说%

我省公安机关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出狠招#7月 /5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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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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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送贷行动%推进会
在郑州隆重召开

焦作市人大常委会
高度评价该市法援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特约记者

赵全合"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治安
总队了解到!为进一步强化非法制贩
爆炸物品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整治
工作!省公安厅决定!自即日起至

#1

月底!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
治非法制贩爆炸物品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主要工作
目标是迅速扭转一些地方管理不善#

案件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实现$两
个下降#一个上升#两个确保%的工作
目标!即爆炸案件要下降!持枪犯罪
案件要下降! 侦破非法制贩爆炸物
品#枪支弹药案件要提升!确保不发
生群死群伤的重大爆炸事故!确保不
发生危爆物品#枪支弹药丢失#被盗
抢案件"

省公安厅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
要健全受理# 核查群众举报线索的
工作机制! 把举报线索反映和核查
工作中发现的违法犯罪问题查深#

查透"各地要集中优势警力!强化侦
查措施!开展破案攻坚!全力侦破一
批涉枪涉爆重大案件" 对前期省公
安厅挂牌督办的案件! 各地要明确
责任领导#责任人员!进一步加大对
涉案在逃人员的追捕力度! 彻底查
清爆炸物品来源! 确保案件得到全
面侦破"同时!强化对在逃犯罪嫌疑
人的缉捕" 目前!我省尚有

2$

名涉
嫌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品#枪支弹
药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省公安厅将
这

2$

名涉爆涉枪人员作为第一批
挂牌督捕在逃犯罪嫌疑人! 进行集
中督捕"目前!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共
排查出

$0/

个非法#关停#重组#证
照过期的煤矿#非煤金属矿山#采石
场"对这些矿点!各地公安机关要落
实警务室#派出所#治安大队三级管
控工作机制! 严查是否妥善处置剩
余爆炸物品! 有无非法转移藏匿爆
炸物品行为!严厉打击其非法买卖#

储存#使用爆炸物品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收缴其剩余的民用爆炸物品"

对仍在进行非法生产的! 公安机关
要及时组织人员核查! 涉嫌非法购
买#使用#储存爆炸物品的!县级公
安机关治安# 刑侦等部门要抽调专
门人员成立专案组! 查清非法生产
所用爆炸物品的来源! 及时抓获有
关涉案人员"

据了解!省公安厅已对我省
#+

个县# 区的危爆物品管理工作进行
挂牌整治" 洛阳嵩县#鹤壁山城区#

南阳宛城区和南阳邓州市被列为省
公安厅挂牌集中整治地区" 省公安
厅要求被挂牌整治的重点县区公安
机关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1

月底!

挂牌集中治理的重点县# 区仍不能
改变面貌的! 省公安厅将提交省综
治委对该县

3

市#区'一票否决"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批示
9

要求省公安厅所有警车全部安装
:;<

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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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自即日起至
#1

月底
目标'实现#两个下降'一个上升'两个确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