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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院执行工作，河南
或将有“新动作”！11月24日，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召开，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胡道才作《关于新形
势下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
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
（草案）》）的说明。

《决定（草案）》规定了全省
各级法院应当依法履职，公正
执行案件，有效防范和严肃查
处各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
乱执行问题。要求严格落实执
行办案司法责任，执行人员在
执行中存在消极执行、滥用职

权、徇私枉法等行为，侵害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节轻重，
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
作格局，《决定（草案）》进一步
明确了各联动单位应当按照工
作职责，加强与全省法院协作
联动和信息共享；负有信用惩
戒职能的相关部门要与省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对失信被
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

如公安、民政等部门，应当
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执行联动与
信息共享，依法提供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所需的信息数据，支
持、配合人民法院建立健全覆
盖本地区被执行人财产和身份
信息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决定（草案）》规定，全省各

级法院要严格依法区分被执行
人财产和案外人财产、个人财产
和企业法人财产、非法所得和合
法财产；严格依法、合理运用执
行强制措施，严禁超时限、超范
围、超标的查封；严格适用失信
名单和限制高消费措施。有效
防范和严肃查处各类消极执
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问题。

【成绩】2011年至今投入
300亿，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1.9万所

我省目前学前教育情况如
何？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年
底 ，全 省 独 立 设 置 幼 儿 园
23181所，在园幼儿431万人，
教职工39.1万人。2019年全
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9.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
百分点，预计今年年底普及率
将超过90%。

近年来，我省幼儿园普惠
程度不断提高，2019年全省公
办园数量5120所，占全省幼儿
园总数的22%；公办园在园幼
儿133万人，占全省在园幼儿
总数的31%，全省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为75%，比2016年增
长了22个百分点，预计2020
年年底将达到80%。

2010年—2018年，我省农
村地区幼儿园总数增加了
11662所，增幅达到209%。

学前教育，一直都是民生
大事，我省连年加大经费投
入。从2011年开始，连续实施
了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共投入资金约300亿元，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9万所。

【问题】“上公办园难，上优
质民办园贵”问题短期内
难解决

虽然我省学前教育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
问题。

报告指出，“上公办园难，
上优质民办园贵”问题短期内
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据介绍，
全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特别
是公办园覆盖率低，距离50%
的公办园目标差距较大。农村
地区优质资源不足，全省还有
72个乡镇没有建成公办中心
幼儿园。

同时，我省学前教育还存
在合格教师难招难留的问题。
报告显示，按照国家规定的“两
教一保”最低配备要求，幼儿园
专任教师缺口近10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学前
教育生均经费为3269.5元，在
全国排名第31位，仅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43%，各级财政对学
前教育投入不足。

【部署】每个乡镇办好1—2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让孩
子在家门口接受普惠性学
前教育

报告提出，下一步，我省将
继续加快发展普惠性幼儿园，
推动以县为单位制定幼儿园专
项布局规划，扩大普惠园增量、
挖潜存量。推动各地完善县、
乡、村三级农村学前教育服务
网络，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
每个乡镇办好1—2所公办中
心幼儿园；发挥乡镇中心幼儿
园对村幼儿园的辐射和指导作
用，带动农村学前教育的整体
发展和质量提升。

其次，我省要健全经费投
入和成本分担机制。督促各地
落实省定公办园生均财政拨款
和普惠性民办园奖补政策，建
立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提供有
质量的普惠性服务。

在破解教师队伍建设难题
方面，我省将推动各地落实公
办园教职工编制标准，挖掘编
制潜力，及时调剂补充公办园
编制并探索实行员额制管理。

河南农村集体产权
“家底”如何？深化改革
进展如何？河南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正在郑州召开，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提请会议
审议。

报告显示，自 2015
年以来，我省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决策部署，按照“总
体部署、试点推进、以点
带面、全面展开”的思路
有序推进改革。截至
2020年 10月，改革任务
已基本完成。其间，建立
了领导体制、工作机制；
强化了工作保障、工作监
督。

改革成效如何？报
告显示，我省已基本摸清
农村集体家底，农村集体
资产管理进一步规范。
全省37.9万个清产核资
单位已完成数据上报，清
产核资工作基本完成。
共清查核实账面资产总
额 3087.86 亿元，其中，
经 营 性 资 产 950.56 亿
元、非经营性资产2137.3
亿元，资源性资产2.11亿
亩。同时，为进一步加强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我省
制定了农村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办法，明确了集体
资产的登记、保管、使用、

处置等管理制度和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资
产范围、运营机制等内
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运营提供了政策依
据。

此外，我省全面确认
集体成员身份，农民合法
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在
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
开展成员身份确认工作，
共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9329.3万人。

稳步开展股份合作
制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
产权益。建立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登记册，记载集
体成员持有的集体资产
股份并发放股权证书，目
前，全省已发放股权证书
的村(社区)40926 个，占
完成改革任务村(社区)总
数的83.5％。

建立健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完善农村社会
治理体系。全省建立村
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48968 个，并登记赋码、
颁发登记证书，占全省村
(社区)总数的99.9％。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
红利。中央和省级累计
投 入 41.2 亿 元 ，扶 持
4218个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试点。各地加大资金
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截
至 2019年年底，全省有
集体经营收益的村（社
区）比例达到47.3%。

冬春火灾防控部署
开展以来，正阳县迅速行
动，举行启动仪式、召开
部署会和推进会，对冬春
火灾防控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该县消防救援大
队积极行动，与住建局就
加强住宅小区物业消防
安全管理做了详细要
求。同时，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民政部门对社会福
利机构、养老院等人员密
集场所开展集中排查，联
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加
强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
作进行强调，联合交通运
输执法局对物流快递企
业消防安全进行了集中
约谈。

（郭书刚）

魏志菲，女，中共党员，
2011年一入警，就投入到基层
一线，成为一名女侦查员，这一
干就是9年,先后荣获安阳市

“优秀团干”、“最美女警”、战
“疫”十大最美政法干警提名等
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1
次、多次被市局嘉奖和表彰。

从警以来，她办理200余
起刑事案件、卧底潜伏出色完成

任务，抓获嫌疑人80余人，逃犯
20余人，为群众挽回损失上千
万元。疫情期间，她主动请缨，
参与卡点执勤和密切接触核查
任务，核查密切接触者零失误
零漏网。其间，她抓获犯罪嫌
疑人4人，荣获安阳战“疫”十大
最美政法干警提名奖。

2020 年 7月公安机构改
革，魏志菲调入安阳市公安殷

都分局电厂路派出所，担任带
班民警，成为分局15个派出所
中唯一一名带班女民警。国庆
期间，她带领值班民警24小时
内抓获盗窃电动车团伙11人，
带破案件25起。

魏志菲觉得每一次工作既
是挑战，也是进步的阶梯，她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名警察的
铮铮誓言。 （曲如彦）

河南2011年至今投入300亿，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9万所，下一步——

每个乡镇将办好1到2所公办幼儿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河南基本摸清
农村集体“家底”
截至2019年年底，全省有集体经营
收益的村（社区）比例达到47.3%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加强法院执行工作 河南或将有“新动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正阳县扎实推进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带班女警魏志菲

家门口有没有一所好的幼儿园，是万千家长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我省学前教育整体
工作情况咋样？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正在郑州召开，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学前教育工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请会议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