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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村乘法治新风走过涅槃路

法治中国法治中国··走进四川走进四川

（上接01版）
胡泽君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着

力从四个方面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一要着力抓好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的学习贯彻，按照五中全会精神来思
考和谋划检察工作。二要着力抓好
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学习《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原则，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三要着力坚持从严治检，提升素
质，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努力
打造一支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
担当的高素质检察队伍。四要着力
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全体检
察人员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
署要求上来，统筹考虑好改革的各项
举措，及时释疑解惑，确保队伍思想
稳定。

调研期间，胡泽君与在豫全国人
大代表进行座谈，听取代表对检察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胡泽君表示，代表
们的意见建议为检察机关思考和制
定“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提供了很
多好的参考，希望代表们一如既往地
关心支持检察工作，使检察工作更好
地回应与体现人民群众的期待。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
仓，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春
良参加相关调研。省检察院检察长
蔡宁全程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董景娅）11 月 21
日上午，“法治舞台 共同精彩”2015
河南省首届女律师论坛暨“护花维权
公益行动”表彰大会在郑州举行。本
次论坛由河南省律师协会主办，河南
省女律师协会协办。

大会对自 2013 年以来在“护花
维权公益行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总结表彰，郑州
等 11 个市的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
员会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大沧海
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海莲等 15 名女律
师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我省成功举办
首届女律师论坛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井
春冉 通讯员 袁小刚 常晖）河南省法
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2015年年会于 11
月21日至22日在古都开封召开。会
议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理解与适
用”为主题，由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
研究会主办，河南大学法学院承办。

省法学会副会长贾世民在讲话
中充分肯定了一年来刑法学研究会
取得的成绩，并就进一步做好刑法学
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刑法学研究会会长、省法院常务
副院长田立文作了年会工作报告。
田立文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刑法学
研究会取得的成果，并就今后一个时
期我省刑法学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提
出意见：一要充分发挥研究特长，全
力落实好《刑法修正案（九）》；二要注
重加强学术合作，积极开展多学科交
叉研究；三要加强与司法实务部门配
合，提升成果质量和价值；四要不断
加强法治宣传，进一步做好法律服务
工作；五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促进
研究会工作规范化。

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分组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观点、意见。

会议还依照刑法学研究会章程，
增（补）选了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和
常务理事。

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
会 2015年年会召开，会长田
立文要求

与司法实务部门配合
提升成果质量价值

本报四川宜宾讯（特派记者李俊晓）“凤凰村
民，个个要牢记，村规民约，遵照来执行；第二文
明，勤劳来致富，抵制赌毒，见义要勇为……”“法
治中国·走进四川”采访小组近日来到宜宾高县庆
岭乡凤凰村采访。在介绍该村依法治村经验时，
村委会主任刘东云唱起了“十项村规法治歌”。

曾经的凤凰村受山高路窄、资源贫乏等因
素影响，村民中偷盗多、赌博多、单身汉多。“有
女莫嫁凤凰村”这句话曾在庆岭乡流传甚广。
一部分村民迫于生计，走上集体卖血的道路，凤
凰村因此被称为“卖血村”。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卖血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达到9840元，全村没有发生一起违法犯罪案
件，没有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件，被推荐为全国
第六批“民主法治示范村”。

如何让群众远离贫穷，安居乐业，同力协

力谋发展？这是凤凰村涅槃新生亟待解决的首
要问题和难点问题。一次法治个案警示教育
会，让村支书杨元安找到了破解难题的方法，凤
凰村以“卖血伤身体，违法又害己”为主题的第
一个法治宣传专栏出现了，村干部有针对性地
上门宣传法律知识的场面出现了……

在此基础上，凤凰村两委以依法治村为突
破口，以德孝传承为支撑点，围绕产业强村发展
目标，开始了“卖血村”的涅槃之路。要摆脱“卖
血村”的困境，林权争议、安全生产、邻里纠纷、
家庭“口嘴”等问题就成了第一批“开刀”对象。
于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凤凰村村规民约》
应运而生。简明扼要、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
歌”让村民易记易懂；老红歌、快板书、秧歌队等
多样化、趣味浓、接地气的表现形式，让群众明
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遇事该怎么做。

经过不断创新，凤凰村探索并成功运行的

“12345”体系。该村坚持运行《村两委工作记录
簿》；把党员培养成学法、致富带头人，把学法、致
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坚持定岗、
定人、定责，代表评、干部评、群众评和目标承诺、

“周游学”、干部述职制度；建设了党员活动阵地
等；评“最美凤凰人”创新法治工作载体。

“终得凤凰涅槃时，有女要嫁凤凰村。”以前的
“卖血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示范村”。

这是四川农村一个乡村由贫到富的变化缩
影。今年4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四川
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把该省扶贫开发的成熟经
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填补了该省立法空白。用法
制做保障，四川农村将会有更多的凤凰展翅高飞。

从卖血
到卖山货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11 月 19 日上
午，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谢玉安在市信访服
务大厅（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接待群众
来访时强调，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来访群众的
信访事宜，各级干部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
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焦作市委常委、市委
政法委书记胡小平一同接访。

今年 78 岁的沁阳市退休职工丁金明向
谢玉安反映，称自己在55周岁后多次申请办
理退休手续，沁阳市人社局受理后上报省养
老保险事业管理局，却因为档案中缺少招工

转正手续无法获批，其信访诉求是办理退休
养老保险和职工医保手续。

沁阳市人社局负责人就办理退休手续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上级部门的要求向丁金明
作了说明。受邀律师就相关法律规定现场向
丁金明作了解释。

随后，谢玉安要求人社部门按照尊重历
史、尊重事实的原则，特事特办，特事办好，尽
快帮助信访人完善退休办理手续，争取在年
底前让信访人领取到退休金，享受到医保待
遇。他安慰丁金明，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法

律会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丁金明对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

谢玉安强调，党和政府历来对信访群众
很关心，对信访事宜很关注。焦作市各级党
委、政府要把矛盾化解工作做在前面，进企
业、进社区，进村入户，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
访，及早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信访
工作要优先从解决群众最作难、最揪心的事
做起，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干部要
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把
信访群众当亲人，真正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谢玉安在焦作市信访服务大厅接访时强调

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实习生 陈卫
莉）11 月 16 日，新乡召开全市提升公众安全
感满意度誓师大会。市委书记舒庆要求新乡
市各地各部门为建设平安新乡、平安河南作
出新的贡献。市领导安伟、刘森、职伟及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袁荷刚、新乡军分区副政委
郎广慧等出席会议。

舒庆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加
大力度，确保下半年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
执法满意度再上新台阶，确保圆满完成平安
建设全年目标任务。要解决好工作开展不平

衡问题，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影
响和侵害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要解决好群
众知晓率和参与率问题。要重拳打击严重影
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排
查整治重点地区，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认
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平安建设工
作。要严格考核奖惩，将平安建设考核结果
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
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要抓
好统筹兼顾，把平安建设与“三查三保”活动、
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紧密结合起来，为稳增长、保态势创造稳定的
社会环境。

市委副书记安伟宣读了《关于对全市平
安建设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调
查排名落后地方和单位的处理决定》。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刘森要求各
地各部门奋起直追，跻身先进行列，开创全市
平安建设新的局面。

副市长职伟对全市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调
查情况进行了解读。据悉，这是该市首次开
展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舒庆在新乡市提升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誓师大会上要求

完成平安建设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11 月 22 日，河
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
郑召开。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陈红瑜
针对《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的修订
情况向常委会作汇报说明。

陈红瑜说，1993 年 12 月，省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随
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
化，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规范行政行为

的法律法规，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对加强和改进行政
执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行政执法工
作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对现
行条例进行修订十分必要。

据了解，修订后的《条例（草案）》对行
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程
序、行政执法监督及责任追究等内容作了
许多新规定，其中一个亮点便是把推行服

务型行政执法明确写入了修订草案。《条
例（草案）》明确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树立服务理
念，完善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推行服
务型行政执法。

《条例（草案）》还在对行政执法机关
在调查、检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重大执法过程应全程记录等作了具
体规定。

《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施行22年后迎来大修

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写入草案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11 月 22 日，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关
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确定新乡、濮阳、许昌、三门峡、商丘、
周口、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开 始 制 定 地 方 性 法 规 时 间 的 决 定 ( 草
案)》的说明。如获本次常委会审议通
过，新乡等七市将成为继南阳、焦作等市

后，我省新增的第二批拥有地方立法权
的城市。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铁平
在关于决定(草案)的说明中说，自今年7月
30 日，省人大常委会确定了南阳、焦作等
八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开始制定
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后，新乡等七市正式向
省人大常委会申报作为第二批开始制定

地方性法规的市。
陈铁平在说明中说，新乡等七市的常

住人口数量均在200万以上，地域面积均超
过了4000平方公里，面对经济发展和转型
升级，七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方面都有强烈的立法需求。
经评估，新乡等七市基本具备开展立法工
作的能力。

这7个市有望成为我省第二批获得立法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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