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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层来自基层
本报讯 （首席记者 赵

蕾 特约记者 连欣）近日，
省司法厅对贯彻落实国务
院、省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
会议精神作出部署，要求全
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把学
习贯彻国务院、省政府第一
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作为
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深刻理
解新形势下加强政府机关
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深
刻理解 2013 年政府反腐倡
廉建设的重要任务，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务院、
省政府对廉政建设的部署
和要求上来，坚持反腐倡廉
工作方针，深入推进“两转
两提”，以转变政府职能为
核心，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
为关键，以政风行风建设为
抓手，着力建设廉洁系统、
廉洁机关，推动司法行政机
关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

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对
权力行使的监督。按照会
议精神，全省司法系统将建
立健全刑罚执行、行政执
法、法律服务管理等重点领
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
健全司法行政工作标准化、
制度化体系；切实加强执法
监察和廉政监察，发挥审
计、法制监督检查、行政复
议和应诉、信访、警务督察
等监督合力，强化对监狱劳
教执法、法律服务行业监管
行为以及人财物管理等重
点岗位的监督。

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把倡俭治
奢、倡勤治懒作为转变作风
的重点。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将严格按照简约、简朴的
原则安排各类会议、活动，
严禁用公款安排宴请和高
消费娱乐活动。严格执行
监狱劳教场所和司法业务
用房建设标准，不准超标建
设、搞豪华装修；严格执行

《司法行政系统执法执勤用
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严
禁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
豪华装饰执法执勤用车；加
强目标考核和绩效管理，集
中整治庸、懒、散、骄等现
象，坚决纠正不负责、不作
为、乱作为等行为，坚决纠
正互相推诿、办事拖拉、效
率低下等问题，提高工作效
率和水平。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将
严肃查办发生在司法行政
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
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
职渎职的案件，监狱刑罚执
行、劳教戒毒执法、法律服
务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和
行政审批、人财物管理等关
键环节的案件，以及监管安
全和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
及的渎职侵权案件；强化监
督和问责，严肃查处发生在
基层单位和重点岗位以权
谋私、滥用职权的案件，做
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
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
偿；加强对典型案件的剖
析，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切
实发挥综合功能；严格执行

《监狱和劳动教养机关人民
警察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
定》，加大对监狱劳教（戒
毒）干警违法违纪行为的查
处力度。

孟津县
田间地头普法忙

本报讯“自从村里聘请律师担
任法律顾问以来，村民有了问题就可
以随时找律师解答，律师也经常到村
里进行普法宣传。现在，村里的法盲
少了，遇到事情用法律来解决的多
了。”孟津县麻屯镇麻屯村支部书记
提起村里这几年的变化，开心地笑
了。麻屯村地处洛阳飞机场工业园
区，以工业为主，商贸发达，土地征
用、承包、流转等事务不断增加，“村
里有了法律顾问，很多租赁合同、法
律文书审核都是律师把关，我们特别
放心”。

自“六五”普法以来，为满足村民
法律服务需求，孟津县在全县建立了
村级法治副主任制度。法治副主任
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官、
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担任，主要指导
村（居）委会依法开展工作，结合农
村、社区实际，利用田间地头、农闲时
节开展法律咨询和举办法制讲座，解
答群众法律咨询，为村（居）民百姓提
供一站式法律服务，引导群众依法、
理性表达合理诉求，现在全县三分之
二的村都聘请了法律顾问。法律顾
问、法治副主任……在孟津县，进村
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工作者
有不同的称呼，但他们做的却是同样
的事。 （张振通）

济源市
律师服务经济建设

本报济源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闫勇）昨日，记者从济源市司法局
获悉，自开展“一创双优”教育活动以
来，济源市司法局以活动开展为契
机，转变作风进基层，为经济建设又
快又好发展提供法律服务。

据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文秀
介绍，司法局先后成立了市重点项
目律师服务团、三化协调发展律师
服务团、工商联法律服务中心、民
生工程律师服务团、信访工作律师
服务团等 5 个专项服务团，并在全
市律师队伍中选拔了67名职业好、
专业能力强的律师，建立了专门人
才库与全市100余家企业一对一开
展法律服务，发放宣传资料和律师
联系卡，还建立了市局班子分包重
点建设项目制度。同时，对全市 84
个重点建设项目、62家外来投资企
业全部进行责任划分，落实到人。

据介绍，活动开展以来，班子
成员和律师共走访企业 183 次，召
开座谈会 21次，征求意见 69条，与
企业对接 84 家，担企业顾问 80 余
家，代理企业法律事务184件，挽回
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去年以来，省法院认真贯彻省“六五”法制宣传教
育和依法治理规划，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立足
审判职能，庭前抓预防、庭审抓教育、庭后抓帮教，深入
开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连续五年保持了全
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和比率下降的好态势，未成年人
罪犯占全部罪犯的比率由 2008 年的 10.11%下降到
4.81%。

未成年违法犯罪审判预防工作需要坚强的组织保
障。目前，全省16个中院、91个基层法院设立了独立建
制的少年法庭，其他法院均设立少年合议庭，设立独立
建制少年法庭的比率居全国前列，深入开展标准化少
年法庭创建活动，完善创建指标，加强考核指导，推动全
省少年法庭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省法院坚持把预防作为工作首要环节，推动校园
法制宣传教育常态化，不断增强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和
法治观念。深化“法律进学校”活动，选派2000名优秀
法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以学生喜闻
乐见的法制大课堂、模拟法庭、违法犯罪图片展、法制宣
传手册等方式，深入辖区中小学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坚
持推行“一校一法官”制度，与团省委联合建立“一校一
法官”制度，组织法官与辖区2800余所大专院校、中小
学校建立结对联系，结合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讲
授法律知识、法律咨询等活动；持续开展“开学第一堂法
制课”活动。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未成年违法犯罪审判预
防工作的方针。省高院充分发挥庭审功能，把审判过
程转化为普法宣传教育的过程。全省17个中院和160
个基层法院普遍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75%以上的法院
建立了圆桌审判庭、U形审判庭，邀请老模范、老干部、
老专家、老教师、老战士和青年志愿者担任人民陪审员
参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聘请心理咨询师对未成
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认罪服判、
改过自新。

此外，省高院还认真抓好庭后帮扶工作，认真落实
判后帮教措施，通过前科封存、协助返校就读、代为申请
低保、开展技能培训、发放司法救助等，积极帮助失足青
少年重归社会。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当事人救助基
金，帮助生活困难的失足青少年解决问题、渡过难关；
与辖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联合成立“未成年人帮教培
训基地”，免费对未成年犯进行技能培训，使其掌握一
技之长，学会自食其力。

（首席记者赵蕾 通讯员王婷婷 整理）

着力建设廉洁系统和廉洁机关
省司法厅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近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
茂在多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省，建设法

治河南，为建设中原经济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
民强省”的中原梦，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
障。今年是实施“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规划承
前启后的关键一年。4月24日，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办事机构

负责人座谈会召开，三个市地和两个省直单位作了很好
的经验介绍。从即日起，本版开辟《依法治省托举

“中原梦”》栏目，把这些亮点和闪光点介
绍给读者。

开栏的话

▲昨日，一笔特殊的款
项通过我省律师协会汇付
给四川省律师协会。这是
我省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
期间，代表们向四川地震灾
区捐赠的 35200 元捐款。
此次捐款将由四川省律师
协会管理和使用，专门用于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
中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的需
要。
李沈苏 摄影报道

▲ 近 日 ，
省强制隔离戒
毒所“场所文
化月”活动启
动。图为戒毒
人员队列两操
比赛现场。
毕冠领 摄影
报道

▶近日，郑州
市 齐 礼 阎 劳 教 所

“新苑矫治文化节”
拉 开 帷 幕 。 图 为

“劳动最光荣”趣味
运动会现场。

张安丽 摄影
报道

台前县
送法产业集聚区

本报讯 为深化“法律六进”活
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
意识和员工的法律素质，5月8日上
午，台前县委统战部、台前县司法局
工作人员冒着小雨组织“同心民营
律师服务团”律师深入产业集聚区，
开展系列法律服务。

当日，服务团先后来到天邦石
化公司等企业，开展以“送法制讲
座”、“送法律服务”和“送法律学习
资料”为内容的送法进企业活动。
为了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在经营过程
中的法律问题，讲座还安排了咨询
环节，让企业人员就签订合同和履
行合同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进行
提问咨询。 （张传民 吕秀秀）

依法治省托举“中原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