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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门峡市中级法院采访时听说，民
四庭副庭长杨琼是办案标兵，并且办案有

“三大法宝”。今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民四
庭，见到了杨琼。就这样一个看上去朴实
娇小的女子，她羸弱的身躯里能蕴藏多大
的能量？当问起她办案的“三大法宝”时，
她淡淡一笑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法
宝，只不过是在办案过程中要有爱心、耐
心与细心，有了这‘三心’，办好案件才有
基础。”

杨琼边整理案卷边说，她要到当事人
家中开庭。征得同意，记者一同前往。

初夏风和日丽，一路上，杨琼讲起了
将要开庭的这个案件。

灵宝市某村王某、李某夫妇共生育3
个子女王明、王花、王芳（均为此案被告），
王花、王芳已出嫁，王明与二原告共同生
活至今。他们原有旧房两间，1988年全家
共同修建房屋3间，2014年被告王明出资
将其中两间旧房拆除，新建两层楼房(6
间)，并在建房前书面承诺让二原告居住
旧房 3 间，但至今仍有两间未腾出，现原

告以生活困难无房居住为由，起诉至法
院。一审法院判决限被告王明腾出其所
占用的瓦房两间，交与原告居住；限被告
王明、王花、王芳每人每月各支付原告王
某、李某赡养费 60 元。王明不服一审判
决，向三门峡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杨琼
接案后，考虑到老人 70 多岁，年事已高，
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就决定把庭开到原
告家中。

山道弯弯。一个多小时后，记者和本
案二审合议庭成员、书记员终于到了老人
家中。记者看到，年迈的两位老人身材瘦
小，弯腰驼背，衣着褴褛。两位老人居住
的一间破败不堪的土坯房空间狭小，与这
间房屋并排的还有两间旧房，也就是老人
要求居住的房屋，儿子王明将这两间旧房
房门紧锁，不让老人居住。与这间破旧的
小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居住的那幢
整洁漂亮的两层小楼。原定在原告室内
开庭的计划由于光线太暗、面积太小而改
变成室外开庭。

庭审结束后，杨琼和其他合议庭成员

对老人的子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
地进行调解，她的诚恳和耐心感动了老人
的子女，最终案件成功调解，王明将两间
旧房交给老人居住，3个子女每人每月支
付老人60元生活费。两位老人的赡养问
题得到解决，一家人冰释前嫌。走出老人
的家门，杨琼终于松了口气……

采访中了解到，2013 年 3 月，通过竞
争上岗，杨琼被任命为民四庭副庭长。她
积极协助庭长工作，坚持带头办案。作为
新型合议庭的审判长，她不仅要办理自己
的案件，还要对合议庭其他成员的案件进
行把关，对当事人进行析理答疑，说服解
释。几年来，她共主审并参与审理民事案
件1500余件，调解撤诉率高，办案效率高，
质量好，连年被评为办案标兵。这突出的
成绩不仅得益于她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踏
实的工作态度，更得益于她的调撤“三大
法宝”。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奖惩并举是《规定》一个非常鲜明的特
点，《规定》近一半的条文有关表彰奖励和责
任督导追究。专家们预测，此举将充分调动
各级领导干部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的积极性，形成真抓实干的氛围。

《规定》提出，要对先进集体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进行嘉奖，先进工作者落实省部级劳
模待遇；存在“发生特别重大刑事案件、群体
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六类情形之一的，
对党政领导班子进行责任督导和追究，严重
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熊秋红指出，《规定》明确追究责任的方
式，包括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
决、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相比以往，

《规定》增加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
惩处方式，加大了处罚力度，震慑作用明显。

奖惩是落实执行力的重要保障。竹立
家说，以前奖励和惩处的力度都不够，奖励
时，认为保一方平安是领导干部的本职工
作，做好了是应该的；惩处时，认为出现问题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因此一棍子打死。
现在《规定》加大奖惩力度，既形成正确的激
励导向，又防止领导干部不作为、踩红线。

对于治安问题相对突出又不够一票否
决的地区，《规定》明确由上一级综治部门挂
牌督办，中央综治办每年确定若干地级市为
挂牌督办的重点整治单位，加强监督管理。

对于这一做法，专家们非常认可。谢春

涛说，下抓一级保证了责任督导和追究主体
有足够的权威，能够解决领导责任制实施难
的问题，真正落实责任督导和追究。

“1993年若干规定确立了一票否决制，但
存在实施难的问题，而这种重点监管、限期整
改的做法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相当
于‘一票否决警示制’，给予了‘一票否决’的
缓冲地带，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精神，因此为

《规定》所肯定和吸收。”熊秋红说，对整改无
效的，再依《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制也不晚。

好的制度重在落实，专家们对严格执行
《规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平安
建设、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
境，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据《法制日报》）

中办、国办印发的《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这项工作干好了，要表彰奖励，干不好的，将通报、约谈甚至责令辞职、免职。

3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规定》压实党政领导“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奖惩并举提升平安建设积极性的做法大加赞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能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社会秩序稳定是核心内容；而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有效途径。

抓好责任落实，首先要明确责任。《规定》
用专章的形式，对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以及
综治单位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明确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
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领导班
子其他成员承担分管工作范围内的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就是指党政‘一把
手’。”竹立家说，中央将党委“一把手”明确为
第一责任人的还有反腐败工作，这表明，在宏
观层面，中央把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放到了同
样的高度，对社会治安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竹立家告诉记者，以前，地方出现严重的
社会治安问题，被追究责任的一般都是分管

领导，比如党委副书记、副市长等，现在《规
定》更加明晰了权责，党政“一把手”就是第一
责任人，以后再出现同类问题首先得追究他
们的责任了。

“人们常说，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规
定》明确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抓
住了‘关键少数’中的关键。”中央党校党史教
研部主任谢春涛认为，让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知
道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一定会促使他们像重视
经济工作那样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熊秋红也
持同样的观点。她分析说，第一责任人即首要
责任人，负首要和全面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人

即第二责任人，负具体领导责任，加上领导班
子其他成员负相应责任，《规定》确立了一种从
上至下的责任体系，体现了全面责任原则，“这
一原则有助于系统推动领导干部加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
成合力，将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

《规定》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将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熊秋红非常支持这种将抓发展和保平安协同
推进的做法，“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不会有改革和发展，
更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而经济社会的
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

治安工作挂钩干部职务晋升

责任制能不能落实，督促检查是重要保
障。《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建立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易于
执行检查的措施，自上而下层层签订责任
书。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建立健全考
核评价制度机制，与领导干部的业绩评定、
职务晋升、奖励惩处等挂钩。

与职务晋升挂钩，专家们坦言，这将是
领导干部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强
大动力。“这抓住了责任制的牛鼻子，有着指
挥棒的作用”，在谢春涛看来，该措施如果得
以落实，一定会促使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认真
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将考评结果与业绩评定、职务晋升、奖

励惩处等挂钩则是为了解决以往‘奖惩难兑
现’的问题，考评制度与各级党政领导的切
身利益相挂钩，有助于其改变重发展、轻治
安的政绩观，切实承担起应负的领导责任。”
熊秋红说。

据了解，早在 1993年，中央综治委等五
部委就联合制定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但该规定过
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存在责
任难分清、绩效难考核、奖惩难兑现等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领导责任制的运行，提高
执行效力，《规定》有针对性地提出实行目标
管理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逐级落实责任
人，通过责任书对责任进行量化分解，做到人

员到位、任务明确、责任清晰，也为后期的定
量考核、评价奖惩提供了依据。”熊秋红说。

竹立家注意到，《规定》要求将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履职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以前，党
政领导班子述职很少涉及社会治安问题，提
到也是一笔带过，现在要求作为重点进行阐
述，不仅可以督促其做好这项工作，也便于
上级机关进行检查”。

对于如何进行督促检查，熊秋红认为，
各级党委政府可以建立专门的督查室，采取
专项督查、定期督查等方式，对分解出的综
治工作任务进行强力督办，对工作不力的予
以内部信息通报，甚至公开曝光。

奖惩并举形成真抓实干氛围

□聚焦《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

本报讯（记者 王富晓）5 月 18 日
上午，河南手机报十周年高峰论坛举
行，省委宣传部、网信办，河南手机报
各分刊，三大运营商，全国知名手机
报、客户端等有关负责同志 200余人
参会，共话手机媒体的未来和发展。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赵铁
军致辞，代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感
谢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一直以
来给予河南手机报的正确领导和支
持，感谢社会各界对河南手机报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赵铁军说，河南手机
报曾经在 0用户与 100万用户之间默
默坚持了 8年时间，经历了各种酸甜
苦辣，但是自2014年新版手机报上线
以来，从 100万到 1100万用户只用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传奇般的、跨越
式的发展成绩，正是上级领导倾力支
持的结果。但是，我们自身也要自加
压力，因为1100万还远远不是我们的
最终目标。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仁海在讲
话中说，当前，河南手机报已经在我
省各县市、各行业快速发展，要充分
认识到，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
发展，智能手机终端逐渐普及，手机
从简单的通讯工具演变为重要信息
传播平台，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的
影响会更加广泛而深刻。各级党委、
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
去占领这个阵地，用好这个平台，提
高执政能力。

河南手机报
十周年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5月18日，在《河南日报》
即将迎来创刊67周年之际，由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ZAKER 共同打造的中
原首个区域融媒体——郑州 ZAK⁃
ER，正式亮相中原大地。

这是一场强强联合的传媒盛
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央确定
的全国文化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旗下
拥有十报两刊、三网站，形成了以党
报为龙头、以都市报为主体、以专业
报刊为补充、以新媒体为延伸的现代
传播体系。近年来，河南报业集团加
速媒体融合、转型发展，构建起了报、
刊、网、端、微互动、互补、互融的媒体
引导新格局。

今日消费周报社近几年先后成
功打造了免费渠道化媒体《今日加
油》、郑州地铁 1号线媒体、今日誉品
生鲜电商平台和粉丝超过 15万人的
今日消费微信公众号。郑州ZAKER
的成功上线，意味着今日消费周报社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又有了跨
越的一步。 （本报记者）

郑州ZAKER上线

治安不好,首先追责党政“一把手”

平安建设列入“一把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