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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阳光信访”，让诉
求表达更加畅通便捷

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党的十八
大以来，“阳光信访”建设再上新台阶，
让群众看得见、听得到、用得好。

——搭建集投诉、查询、跟踪、监
督、评价于一体的信访综合业务平台，
实现国家、省、市、县4级信访部门，36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数万个职能部
门、乡镇街道之间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全
面放开网上投诉受理内容，开通微信、手
机客户端等投诉平台，群众诉求表达更
加畅通方便快捷，网络正成为群众信
访主渠道。

——公开信访事项办理过程和结
果，把信访工作评价权交给群众，倒逼
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和效率提升；对群
众评价不满意的重点信访事项，国家
信访局会同中央有关部委开展 13 批
次实地督查，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媒体记者全程参与，督查过程和
结果向社会公开发布，带动各地区各
部门解决了一大批信访问题。

——坚持“开门办信访”，举办新
闻发布会、媒体开放日、新闻媒体座谈
会，邀请社会人士走进信访部门；改版

升级国家信访局官方网站、开通微信
公众号，及时发布信访资讯，有效揭开
了信访工作的“神秘面纱”，展示了新
时期信访工作更加开放、自信的形象。

打造“责任信访”，让问
题解决更加有力有效

信访改革启动以来，各地通过打
造“责任信访”，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
任螺丝、提高履责效能，信访工作发力
更加精准、用力更加持续，越来越多的
信访事项得到及时就地解决。

一方面，加强初信初访办理，引导
群众依法逐级走访，进一步压实属地
和基层责任；另一方面，推行信访事项
简易办理，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
访和包案。

针对信访矛盾突出的“骨头案”
“钉子案”“无头案”，各地打出化解“组
合拳”，多措并举全力攻坚。5年来，一
大批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得到有效
化解，一大批信访积案得到切实解决。

为了进一步强化信访责任，各地
还普遍建立健全以及时受理率、按期
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为核心的考核体
系，认真贯彻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实
施办法》，严肃处理失职失责行为。

绿色风暴席卷全国
环保督察，冠以“中央”二字，权威

性无可置疑。从组织规格到督察对象，
从工作机制到督察方法，相比过去各类
督查，中央环保督察有很多鲜明变化，
其 背 后 是 我 国 环 境 监 管 模 式 的 重 大
变革：从环保部门牵头到中央主导，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开展环保督察；从以
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督并举，以督政
为主”。绿色风暴席卷全国。

层级高——
中央环保督察由中央主导，组长由

省部级干部担任，副组长由环保部副部
级干部担任。将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作为环境保护督察的主要对
象。督察组进驻期间，与各省市区省级
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地市党政主要负
责人个别谈话，梳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问题。

目标明——
中央环保督察的主要目标是推动

落 实 环 境 保 护“ 党 政 同 责 ”“ 一 岗 双
责”，督察的对象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下沉到部分地
市级党委和政府，通过督促地方党委、
政府切实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快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
低碳转变。

力度大——
中央环保督察强调督察结果的应

用。督察结束后，重大问题要向中央报
告；督察结果要向中央组织部移交移
送，作为被督察对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这样的
力度，直接促使地方领导干部提高对环
保的重视程度。

层层压实环保责任
猛药治沉疴，良方促长效。中央

环保督察一针见血地刺破地方病灶，
要求其立行立改，敢动真格，见事见人
见责任。

面对面——
环保，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在

各级政府内部，环保职责分散在很多部
门。督察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方
式，与不同职能部门干部面对面交流，
明确各部门环保责任。

实打实——
利剑高悬，自当势大力沉。督察要

彻底拔根子，重点是环保政策不落实、
主体责任不到位、污染整改不彻底等突
出问题。

硬碰硬——
中央环保督察，专啃硬骨头，以铁

的手腕打掉环境污染的“保护伞”，整治
环境污染的“重灾区”。

责任追究不分大小事
中央环保督察组每到一地，热线电

话总是响个不停。农村垃圾、噪声扰
民、小作坊污染，看上去都是鸡毛蒜皮
的小事，可“环保钦差”却没把它们当小
事，一件件交办落实，一桩桩责任追
究。这是为啥？

重督政——
环境治理得好不好，反映的是干部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
通过案件督办，强化各级干部的环

保责任意识；借助环保履职谈心，让干
部们自己查找不足、分析症结，为地方
党政部门明确环保工作职责，推动“党
政同责”落实。

慑企业——
中央环保督察重在督政，但对污染

企业的震慑作用同样巨大。铁腕之下，
有的污染企业被处以罚款，有的停产整
顿，有的被彻底取缔。

在环保督察的高压之下，很多还没
被查到的违法企业主动整改。

百姓赞——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老百姓的所

诉所求正是中央环保督察的重点工作
目标。一封封感谢信，一通通感谢电
话，一面面锦旗，是百姓对中央督察工
作的认同。 （据《人民日报》）

法治促责任 改革连民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分别对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
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等作出安排部署；2014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创新群
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吹响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号角。

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信访形势持
续平稳向好，呈现出信访总量稳中有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信访工作公信
力不断提升的良好态势。

环保督察：
动真碰硬百姓点赞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7日电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日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家开发银
行党委原副书记、监事长姚中民受
贿一案。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中民及其
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0
年至2013年，被告人姚中民先后利
用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监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在获批银行贷款、承揽
工程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
通过其弟姚中全（另案处理）等人，
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619.62085万元。依法应以受贿罪
追究姚中民的刑事责任。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国家开发银行党
委原副书记、监事长姚
中民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17日通报，浙
江“扫黄打非”部门近期查办了“老
虎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案。经查，该平台注册会员 108 万
余人，涉黄女主播达1000余人。

据介绍，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文化部、公安
部、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等进一步采取措施治理网
络直播乱象，加强对网络直播平
台的规范管理。今年 1 月至 6 月，
已查处关闭违法违规直播平台 73
家，将 1879 名严重违规主播纳入
永久封禁黑名单。

各地“扫黄打非”部门除查办
一大批行政案件外，还协同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了 10 余起直播平台

“涉黄”刑事案件，严肃追究涉案
直播平台、主播及相关利益人的
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浙江近
期成功破获了“老虎直播”平台传
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经查，犯罪嫌疑人方某、戚某
等人在利益驱使下，从今年 2 月开
始研发直播平台，3 月开始赴境外
正式运营平台，并招募女主播从事

“色情”直播。截至 5 月案发，短短
两个月时间，该平台累计充值金额
728万余元，注册会员总数108万余
人，涉黄女主播达1000余人。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成立了
专案组，在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和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指导下，在腾
讯、阿里等公司的技术支持下，侦
查摸清了“老虎直播”的组织结构、涉
案人员和资金走向等情况。5 月 3
日，专案组开展全国收网行动，抓获
犯罪嫌疑人15名，刑事拘留12人，其
中主播工会会长4名、涉黄女主播4
名（包括通过网络直播传播淫秽色情
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黄鳝门”
女主播张某某）、平台技术人员3名、
财务人员 1 名，扣押违法所得 160
万余元，查缴作案工具电脑7台、手
机 34 部，查封服务器 11 台。6 月
初，专案组又组织警力抓获主播工
会会长3名、涉黄女主播7名。

截至目前，该案共刑事拘留22
人，主犯方某、戚某等被成功抓获，
已批捕 10人，上网追逃 3人。案件
还在进一步深入查办中。

“扫黄打非”部门查办
“老虎直播”涉黄案

涉黄女主播达1000余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工作综述

打造“法治信访”，让权益维护
更加依法规范

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信访改革启动以来，
法治信访的框架逐步建立，路径逐步清晰。

严格落实信访与诉讼分离制度，支持配合
政法机关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深入
推进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进一步厘清信
访与行政复议、仲裁、行政裁决、劳动监察等
法定途径的受理范围，37 个中央部委出台本
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开展律师参与化解信访矛盾，充分发挥律师
在化解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方面的专业优势；
让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
量参与信访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

充分发挥法治对信访工作和信访行为的
规范保障作用，通过信访条例执法检查深入查
找和纠正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信访立法
扎实推进，调研论证紧锣密鼓，多地出台信访
工作地方性法规；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
信访知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信访工作法治环境正在
逐步形成。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利剑出鞘！从去年1月至今，短
短约一年半时间里，中央环保督察已经完成对

23个省区市的督察。所到之处，解决了大批百姓关
注的突出环境问题，问责人数过万，有力震慑了污染

企业，也给地方党委政府极大震撼。老百姓赞
叹：“环保钦差”动真格、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