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
“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

见证法制进程 建设法治中原
【今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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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明电，
决定
对
“放管服”
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组织开展专项督查。
专项督查重点内容包括落实简政放权措施、
推进商
事制度改革、
完善权责清单制度、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改
进优化政府服务等五个方面的情况。3月下旬至4月中
旬，
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照督查重点内容开展全
面自查；
4月下旬，
国务院办公厅将派出督查组对部分省
（区、
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实地督查。

官方网站河南法制在线网 www.hnfzb.com

在服务重点工作中彰显检察担当
——汝州市检察院发挥职能作用、护航三项重点工作纪实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顾武修 吴迎利/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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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各项事业发
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到“形
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从
“压实压紧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
到
“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
之风”
……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新形势新任务，
就净化政治生态、
转变干部作风、
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注入
了强大思想动力。认真学习贯彻习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好抓实管
党治党，
既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也
是落实两会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的必然要求。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
党才能治好党。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
不移正风反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
实现，
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
不想
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为开创治国理
政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政治保证。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浇风易渐，
淳化难归”
，
净化政
治生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
合施策、协同发力。要着力清除腐
败这个“污染源”营造清风正气，要
烧热党内政治生活的
“大熔炉”
锤炼
党性，要树立能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的选人用人导向澄清吏治，要大
力弘扬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优良
作风校准干部言行，进一步激浊扬
清、
扶正祛邪，
进一步调动干部队伍
和各方面积极性，为干事创业营造
良好环境、
激发强劲动力。
新的奋斗征程上，树立稳扎稳
打、求真务实的作风，焕发开拓进
取、
力争上游的精气神，
广大党员干
部就一定能凝心聚力、
奋发有为，
带
领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继续前
进，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以
扎实业绩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 华）

今天，我省西南部多云到
阴天，南阳、信阳两地区部分
地区阴天转零星小雨，其他地
区多云间晴天。全省偏东风 2
到 3 级，最低温度 2 摄氏度，最
高温度 17 摄氏度。
郑州市，多云间晴天，5 到
17 摄氏。

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深化国企改革、
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三项重点工作开展以来，汝
州市检察院按照省检察院、平顶山市检察院的
安排部署，把服务保障三项重点工作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强化使命担当，创新工作举措，不断
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实
现了检察工作与汝州经济社会发展合拍共振。
据汝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新义介绍，去年
以来，该院坚持“胸怀大局是前提，立足本职是

■垃圾去哪儿了？
■垃圾该去哪儿？
■代表委员支啥招？

基础，正确履责是关键”的工作理念和“积极主
动、依法规范、全面有效”的服务原则，立足汝
州发展实际，以解决影响和阻碍三项重点工作
推进中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以打造最优环境为
目标，通过切实有效发挥检察职能，严厉打击
影响和阻碍三项重点工作的违法犯罪行为，预
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为三项重点工
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在有力保障社会大局发展中，该院各项工
作也不断创出新佳绩：
去年，
最高检肯定推广了
该院在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的创新性举措；

该院反渎工作进入全省先进方阵，反贪、反渎、
刑事执行检察查办职务犯罪三项工作总分居全
省第 12 位，
被省检察院评为 2016 年度全省查办
职务犯罪工作先进基层检察院；该院各项工作
全部进入平顶山市检察系统先进行列，综合业
绩考评位居平顶山市第一，被平顶山市检察院
评为 2016 年度先进基层检察院、
检察业务工作
先进单位，创出建院以来最好成绩。平顶山市
委常委、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和平顶山市检察
院检察长刘海奎对该院取得的成绩多次作出批
示，
予以充分肯定。
（下转05版）

垃圾分类 路有多远
今日起本报推出《关注·垃圾分类》系列报道

■分类制度咋落地？

【详见 03 版】

宣传·防范
“常规恐怖袭击手段有三种，我
们要了解相关防范知识，加强自身防
范……”连日来，正阳县公安局组织
民警通过发送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
询、讲解反恐案例等形式，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预防暴恐袭击教育，深受群
众好评。图为昨日，该局民警在真阳
镇大街上向群众宣传预防暴恐袭击
常识。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
员 张耀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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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违反职业守则怎么办？
律师违反职业守则怎么办
？一个电话就搞定
本报讯（记者 荆锐 通讯员 王婷
婷）律 师 执 业 权 利 受 到 侵 害 怎 么
办？ 律师违反职业守则、法律规定
怎么办？一个投诉电话就能搞定！
3 月 20 日，省律师协会“维护律师执
业权利中心”和“投诉受理查处中
心”
正式揭牌成立，
目的在于维护律
师执业权利的同时，
监督律师工作，
对律师违法违规行为
“零容忍”
。省
司法厅党委委员、
巡视员、
省律师协
会党委书记周济生，省律师协会会
长王京宝等出席揭牌仪式。
省律师协会成立“维护律师执
业权利中心”和“投诉受理查处中
心”，是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加
强律师协会建设的重要举措。目
前我省共有律师 17314 人，律师事

务所 1193 家。
“‘两个中心’的成立，
将有利于畅通申请维权和投诉渠
道，做到维权第一时间受理、第一
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
间反馈；投诉查处有诉必接、有接
必查、有查必果、有违必究，切实提
高律师协会维权和惩戒工作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更好地维护律师执
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促进
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周济生说。
据介绍，3 月底前，全省 18 个省
辖市的律师协会将按照相关要求，
完成“两个中心”挂牌和向社会公
布工作。省市两级律师协会将通
过健全完善工作衔接、上下联动机
制，把全省律师“两个中心”建设工
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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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省律师协会还开通
了维权和投诉专用工作电话、
电子邮箱，并在河南律师网首
页上设立维权申请和投诉举报
受理平台。现公布如下：

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
联系电话：0371-65966632
电子邮箱：hnlxwqzx@163.com
维权申请网址：www.hnlawyer.org

投诉受理查处中心
联系电话：0371-65966632
电子邮箱：hnlxtszx@163.com
投诉举报网址：www.hnlawyer.org
来信来访地址：郑州市经四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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