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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陈东

李莹"今年以来#市中院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分析原因#找准症结#制定措施#狠抓

问题落实和全面整改# 有效提升审判质

效#诉讼结案率$案结比$案均审理时间等

多项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市中级法院党组分析研判审判质

效#双向梳理#归纳审判执行工作存在的

问题#定期通报整改问题#提出&三个继

续'#全面提升审判质效%一是要继续保持

较高的结案率% 按照党组提出的
!

月底

实现结案率达
3!4

的目标# 继续保持高

效审理态势(继续减少$优化时间节点#

加快办案速度#提高结案率% 二是要继续

加大对发改和申诉$ 申请再审案件的评

查力度% 对省高院$市中级法院发改案件

进行逐案评查#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对

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讲评# 认真

整改# 对于确系违法审判# 坚决追究责

任( 加大申诉$ 申请再审案件的评查力

度#对申诉$申请再审案件逐案制作评查

方案#对于存在问题的案件#严格追责%

三是要继续多举措提高案件质量% 在审

判实践中# 多做调解工作# 多做判后答

疑# 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性# 充分运用调

解#化解矛盾#处理纠纷(发挥专业法官

会议作用#发挥集体智慧处理疑难$复杂

案件#提升案件质量#有效减低申诉$申

请再审率%

,

至
#

月# 市中院受理和执行各类

案件
5--.

件# 已结
-6#"

件# 结案率达

3!7--4

#案件结收比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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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张静 许成军"&五一' 过后第一个工

作日# 被执行人沈某便通知家人将

.$$$

元欠赔偿款送到淮阳县法院执

行法官手中% 至此#一起民事纠纷案

终于取得阶段性突破%

申请执行人张某和被执行人沈

某是邻居关系%

-$,5

年
5

月#张某和

沈某因房屋修缮问题产生纠纷 #进

而发生争执# 在争吵中沈某将张某

推倒在地# 张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 花费治疗费
,76

万余元 % 出院

后#张某向沈某索赔未果#遂将张某

起诉至淮阳县法院# 要求沈某赔偿

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75

万

余元%该案经法官调解达成协议#沈

某一次性付给张某赔偿款
-7-

万

元%

调解书达成后# 沈某却迟迟不

履行义务#张某遂向法院申请执行%

该院执行法官接到案件后# 一面迅

速调查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等财产

信息 #一面多次从情 $理 $法多方面

做沈某的思想工作#阐明法理#讲明

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后果% 沈某在执

行法官的耐心教育下# 履行
,

万元

赔偿款# 对余下赔偿款却采取拖延

态度% 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

利益#消除不和谐因素#执行法官没

有丝毫懈怠 #于 &五一 '前将沈某找

到#在耐心劝导无果的情况下#对其

进行司法拘留% 此时#沈某仍不愿履

行义务%

&五一'过后第一个工作日#执行

法官再次提审沈某#对其进行耐心教育#被执行人

沈某终于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于是

便出现文章开头的情形# 并承诺余款将在两个月

内尽快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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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扶沟县检察

院代检察长苏宏锦了

解到扶贫点古城乡大

王村部分贫困群众行

走不便!便积极与残联

等部门协调申请了
,.

台轮椅!免费送给困难

群众"

记者 徐如景 通讯

员 葛清华 王冬晋 摄

!!!!!!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交

通事故! 保证道路交通安

全 #畅通 !近日 !商水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在

8-53

县常付线谭庄执法服

务站!重点对小轿车#面包

车嘉诚人员和物品进行盘

查! 从严查处涉牌涉证等

交通违法行为! 消除安全

隐患! 营造良好道路交通

环境"

记者 徐如景 摄

项城市检察院!四坚持"筑牢扶贫资金!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王

春霞 段刚"近日#项城市检察院综合

运用 &四坚持' 为扶贫攻坚工作筑牢

&防火墙'%

坚持预防先行# 有效防范扶贫风

险%该院结合办案实际#对
-$,5

年以来

的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预

防调查# 对新增项目扶贫资金实行跟

踪预防$堵塞漏洞#先后向有关单位提

出防范措施和检察建议
,-

条# 引起市

委高度重视#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坚持专项查案# 严厉打击涉农犯

罪% 该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集中开展

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

项活动#突出查办基层干部与民争利$

贪占挪用惠农资金职务犯罪案件% 今

年已立查案件
5

件
!

人%

坚持检民共建# 主动为民排忧解

难% 该院坚持开展&检察工作走基层'

&送法进农村'等活动 #实行领导班子

包乡镇$检察干警包村走访联络机制#

每月定期走访群众# 开展法律宣传教

育$ 提供法律咨询# 排查涉农犯罪线

索# 今年已进行法律宣传$ 咨询
-#

场

次#排查犯罪线索
6

件(坚持精准帮扶#

抽派检察官任行政村 &第一书记'#帮

助行政村健全班子#解决难题%

坚持部门联动# 合力打好扶贫攻

坚% 该院出台)项城市检察院关于今后

五年对扶贫领域干部职工预防教育工

作办法*#明确任务#夯实责任(主动与

相关部门一道在高寺镇张老家村$永丰

乡大黄村等贫困村开展调研活动#走访

帮扶群众查看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形成

预防调查报告#为市委扶贫工作的决策

提供参考(与扶贫办$财政局$民政局等

部门建立联席会制度# 定期召开座谈

会#通报问题#集中研判具体措施%

沈丘县司法局扎实开展扶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李

伟 赵峰"

5

月以来#沈丘县司法局选派

能力强$ 政治觉悟高的司法干警为驻

村工作队员# 入驻分包联系点大邢庄

乡宋庄行政村开展脱贫帮扶工作%

帮扶工作启动后#该局选派
#-

名

司法干警第一时间对宋庄行政村进

行逐户走访 #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了

解群众诉求 #掌握一手资料 #记录贫

困户致贫原因和特长 #为贫困户建档

立卡 (宣传党的富民政策 #讲解司法

机关工作职责 #鼓励困难群众在党的

富民政策指引下 # 依靠自己的双手 #

早日脱贫致富 (积极配合村委会开展

清洁家园集中整治活动 #对全村范围

内所有路道垃圾进行清理% 村民高某

某几年前妻子因病去世 #没有一技之

长#又带着
#

个孩子 #生活十分困难 #

局长吴伟了解情况后 #与高某某结为

帮扶对子 #实施温暖工程 #为其修建

院墙$门楼#积极协调公安机关 #为其

中
5

个没有户口的子女解决户口问

题# 给高某某制订脱贫计划% 帮扶队

员在走访中得知宋庄行政村没有灌

溉用井 #该局领导迅速向县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写出申请报告 # 经多方协

调#成功为该村申报灌溉用井和扶贫

车间项目%

目前# 该局已制作宣传标语
!$

余

幅#绘制文化墙
,$$$

余平方米#修建垃

圾池
-$

个#联系点村室$文化广场和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6

年
!

月
,#

日在 &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

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新增一河口浅水型科考船

!

月
,3

日!在山东蓬莱!$创新二%号科考船准备入水" 当日!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的$创新二%号科考船在山东蓬莱下水" 这艘船为
5$$

吨级河口浅水型

科学考察船!将用于长江口及其临近海域科学考察!可进行水域环境#生物#渔

业资源等综合监测" 新华社发

题标 新 闻

用双手开创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
!!!新华社记者一线直击脱贫攻坚的基层实践

幸福的生活要靠双手来创造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龚成梧从未想

过#

!.

岁了# 自己有了人生第一份拿月

薪的工作% 这是发生在位于黄土高原的

甘肃省临洮县三益村里的新鲜事%

第一次领到
5$$$

多元工资#老龚攥

在手里数了又数+&

5$$$

元啊# 那是在
5

亩旱地里干一年活才能刨出来的收入%'

早在几年前# 在家门口挣工资是老

龚想都不敢想的事% 临洮县有
5-5

个行

政村# 其中超过
-$$

个面临村级集体经

济&空壳'难题%

-$,!

年
,,

月#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导

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

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

就地脱贫%

&太阳能就是我们当地最大的资

源% '临洮县扶贫办主任孙志成说#在中

央的帮扶和政策支持下# 当地开始发展

建设村级分布式光伏电站# 包括三益村

在内的全县
,$

个贫困村每村试点建成

了一座
.$

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每年为

贫困村创收
#73

万元以上%

&除了在家门口打工#我还在村里的

光伏项目入了
#$$$

元的股% '龚成梧说#

前五年每年分红
5$$$

元# 后
,$

年每年

分红
.$$

元#生活越来越红火%

和龚成梧一样高兴的# 还有家住昆

仑山深处的南疆策勒县恰哈乡乌库村村

民买买提艾力,图曼%

&以前家里只有两间土坯房和一个

破旧的棚圈% '买买提艾力说#

-$,-

年#

当地政府帮他建起了
3$

平方米的三间

游牧民定居房# 还帮助他们开展养殖%

&这几年#羊就卖了
,!$

多只#一只能挣

#$$

元% '

&国家政策好# 以前住土坯房时#哪

想到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买买提艾力

说#他还在村里开了一家磨面房#闲时再

做做建筑工%

授人以渔$脱贫靠智

安徽省石台县七都镇河口村贫困户

吴多平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清楚+想

要让孩子改变命运#必须要多学知识$多

学本事%

-$,.

年
#

月#在驻村&第一书记'李

朝阳的帮助下# 河口村的一批孩子前往

合肥的一个汽车工业学校免费学技术#

这其中就有吴多平的孩子%

&期待孩子掌握一门过硬的技术#一

个孩子学有所成# 一个家庭就能脱贫致

富% '李朝阳说#校方给了这些孩子很多

关照# 还答应未来为他们提供勤工俭学

的机会%

脱贫靠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逐步分类推进中等

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率先从建档立卡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

学杂费%完善资助方式#实现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地处鲁西南的菏泽市单县莱河镇崔

口村贫困户孙晓方#老两口体弱多病#干

不了重活#仅依靠几亩土地度日%去年女

儿孙荣荣考上了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学

费住宿费全免%

&我们老两口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女

儿学得一技之长#将来找个好点的工作#

我们家就有希望了% '孙晓方说%

菏泽市扶贫办主任蔡维超说#积财千

万#不如薄技在身#农村职业教育是教育

扶贫的关键% 在职业教育扶贫上#菏泽市

以资助贫困生在职业学校掌握一技之长$

实现技能脱贫为契机#与教育脱贫攻坚相

结合#抓实招生$培训$就业等环节#力争

实现&一人上学就业$全家脱贫致富'%

-$,.

年
,-

月#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

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其中

明确要求#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精确瞄

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 实现

&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

县县有帮扶'# 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

战%

换个地方生活$从根本上拔掉穷根

一排排整齐而崭新的高楼# 双向四

车道的水泥路# 超市$ 诊所等一应俱全

--贵州省望谟县郊纳镇油亭村
!5

岁

的贫困户刘邦学至今都不敢相信# 他就

这样告别了困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大山%

&以前想去镇上买点盐#都要在烂泥

巴路上走几个小时%'刘邦学向记者描绘

着从前的样子+一间破木屋四处漏风$黢

黑的小水窖里永远只有浅浅的一层水$

满村的牛粪猪粪散发阵阵恶臭--

如果没有易地扶贫搬迁# 身无所长

的刘邦学想要走出大山是难上加难%

-$,!

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五个一批'工程#其中要

求&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对贫困人口很

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要实施易地搬迁#按

规划$分年度$有计划组织实施#确保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谁能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带电梯

的房子. '刘邦学告诉记者#如今他家在

城里分了安置房#人均
-$

平方米#政府

还帮他就近安排了就业% &每个月工资

,3$$

元# 我还准备在附近找个门面#开

个小餐馆% '

像刘邦学这样的情况在贵州还有千

千万万%

-$,6

年#贵州省计划易地扶贫

搬迁
,37,

万户
6!7-

万人# 涉及
!$

户以

下$ 贫困发生率
!$4

以上整体搬迁自然

村寨
5.$5

个%

根据计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对

近
,$$$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

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涉及
--

个省份的约
,#$$

个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成功使数千

万人口摆脱贫困#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如今#踏平坎坷再出发#勤劳勇敢的

中国人民再一次向贫困发起总攻# 用双

手开创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

万个贫困村" 数千万贫困人口#$脱

贫攻坚"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在扶贫的路上" 不能落下一个

贫困家庭" 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

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 是党和

国家做出的庄严承诺% 从革命老

区到民族地区"从黄土高原到偏远边

陲"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在中华大

地持续展开%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由国

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在南海神

狐海域实现连续
3

天稳定产气# 试采

取得圆满成功# 实现了我国天然气水

合物开发的历史性突破%

!

月
,3

日上午#国土资源部在试

采海上平台举办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现场会%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宣布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姜

大明表示 # 这次试采成功是我国首

次$也是世界首次成功实现资源量占

全球
"$4

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

粉砂型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开采#

为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商业性开发利

用提供了技术储备 # 积累了宝贵经

验#打破了我国在能源勘查开发领域

长期跟跑的局面#取得了理论$技术$

工程和装备的完全自主创新#实现了

在这一领域由 &跟跑 '到 &领跑 '的历

史性跨越# 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

据介绍#

!

月
,$

日起# 中国地质

调查局从我国南海神狐海域水深

,-..

米海底以下
-$5%-66

米的天然

气水合物矿藏开采出天然气% 经试气

点火#已连续产气
3

天#最高产量
57!

万立方米
9

天#平均日产超
,7.

万立方

米#累计产气超
,-

万立方米#天然气

产量稳定#甲烷含量最高达
""7!4

#实

现了预定目标%

新华漫说

向 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近日发布消息称!今

年以来! 就业工作实现温

暖开局! 就业形势保持总

体平稳#稳中向好&

,

月至

#

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
#.!

万人! 同比增加

--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4

!快于时序进度"

新华社发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

!

我国首个仓单统一
保险项目正式落地

!

我国自主研制出口

型武装直升机直
'!$(

在
哈尔滨成功首飞

!

河南自贸区启动企
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

中国科学家发现寒
武纪标志生物三叶虫的
+现世亲属,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