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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马国福 探访员额制改革

特
约

中国福利彩票
国家公益彩票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
向阳 通讯员 马红超）12月 20日，洛阳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宛康主持召开全市法治政府建
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要求，传达学
习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总结该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下一阶
段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主动担当，切实

增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切
实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学习贯彻全
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自觉坚定地把加快法治政
府建设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
处。要紧盯目标、突出重点，认真谋划和推进
2018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引领，认真落实上级部署，突出重点、科
学谋划，认真抓好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

革、重大行政决策等重点工作，推动法治政府
建设取得新成效。要聚焦问题、补齐短板，全
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围
绕“奉法”“有法”“守法”“执法”“服法”等五个
关键环节，强化措施，认真改进，不断提升法
治政府建设水平。

会议还原则通过了《洛阳市法治政府建
设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及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要求修改完善后提交市委研究。

本报讯（记者 荆锐）12月21日上午，省法
学会反邪教政策法律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第一次理事会在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
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
长等。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弋振立、省法学会
副会长贾世民出席会议。研究会的成立标志
着我省反邪教法学研究工作进入新阶段。

省政府防范处理邪教办副主任胡克军当

选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他在就职致辞
中说，今后，研究会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紧扣河南省情，紧贴反邪教工作实际，构
建党委领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
局；密切关注反邪教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定
期发布研究成果，经常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识邪、拒邪、防邪能力。

弋振立对反邪教政策法律研究会的成立

表示祝贺，他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
度，清醒认识邪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
巨性，切实增强做好反邪教工作的使命感、责
任感和紧迫感。研究会要努力形成一批具有
河南特色、有较高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打造
河南法学研究新品牌，为提升我省反邪教工
作法治化水平提供理论支撑。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
员 王东方 郑雅）近日，由交通运输
部公安局局长李国平带队的国家
禁毒委督导组一行，到许昌市督导
检查禁毒工作。省禁毒办、省公安
厅禁毒总队有关负责人参与督导，
许昌市禁毒委、市公安局有关负责
人陪同。

督导组先后到禹州市夏都学
校、神垕镇政府，通过听取汇报、查
阅台账等方式，实地察看了禹州市
毒品预防教育、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并到河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
毒所调研。

督导组还专门听取了许昌市
的禁毒工作汇报，并同参会人员交
流座谈。李国平对许昌市禁毒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许昌市加强
组织领导，切实把中央对禁毒工作
一系列决策部署领会好、贯彻好、
落实好；要明确职责分工，齐抓共
管形成禁毒合力；要加强队伍建
设，提升禁毒队伍专业化水平。

洛阳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要求

补齐短板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省法学会反邪教政策法律研究会成立

国家禁毒委督导组到
许昌督导检查工作时要求

齐抓共管
形成禁毒合力

14.8万元
救助案件被害人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通讯
员 王天润 陈光）“你目前身体状况
怎么样？生活能自理吗？”12 月 20
日上午，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广军
接待了其作为员额制检察官办理的
一起司法救助案的当事人贺某。

“我现在正在恢复中，要是没有
您……”一句话没说完，贺某就哽咽
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2016 年 4 月 17 日 7 时许，原案
被告人贾某与被害人娄某、贺某夫
妇发生纠纷。同日23时许，贾某携
带事先购买的汽油，翻墙进入娄某
家，点燃汽油，将娄某、贺某和他们
的儿子娄某某烧伤。娄某及娄某某
经抢救无效死亡，贺某的烧伤后经
鉴定为重伤二级。案发后，贺某及
家人支付的抢救、治疗费用已经累
计至 48 万余元。案件进入司法程
序后，新乡市中级法院判决贾某赔
偿贺某经济损失51.8万元。但原案
被告人贾某无履行能力，而贺某还
需继续接受治疗，生活陷入极度困
难之中。后来，贺某向省检察院提
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

王广军承办了这起司法救助案
后，经认真审查，认为申请人贺某的
情况符合有关规定，应当予以救
助。今年 8 月 7 日，经集体研究，省
检察院决定一次性给予贺某14.8万
元救助款。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贺
某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省
检察院。

今天上午，在商水县检察院公诉局，一
组员额制办案的数据吸引了我：今年6月份
实行员额制检察官办案以来，该院公诉局人
均办案数量较去年增加30%，平均办案时限
较去年减少12%。

据公诉局副局长曾庆贺介绍，该院公诉
局今年 6 月以来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362 件
462 人，案件数量与去年全年办案数量持
平，这得益于员额制改革后新的办案模式。
这一判断在该院侦查监督局局长王新芳口
中得到了印证。王新芳介绍，实行员额制以
来，该院在办理侦查监督案件中，办案周期
也从平均的6.7天缩短到5.3天。

机关党委副书记苑立兵介绍，员额制就
是在原有编制内，确定一定比例的检察官为
员额制检察官，在办案中改变以往的三级审

批制度，实行员额检察官负责制。他还详细
介绍了该院在员额检察官选任工作中的一
些做法。

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商水县检察院
在我省的统一安排部署下，通过一系列程
序，在该院78名检察官中遴选出33人作为
首批员额检察官。该院将这33名员额检察
官全部安排到办案一线岗位，并为每名员额
检察官配备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其中，
该院检察长顾涛被安排到公诉岗位办案，各
位副检察长和检委会专职委员也被安排到
分管的业务部门办案。

该院实行员额制以来，以前由领导决定

的某些事项，现在由员额检察官决定，相应
的办案责任也由领导转移到员额检察官身
上。员额检察官的责任心更强了，主要体现
在办案效率提高、办案积极性增强和严格依
法办案上。谁办案谁决定、谁决定谁负责，
这也倒逼员额检察官严格依法办案。

曾庆贺说：“拿我来说吧，我从今年6月
26日开始到现在，共办结74起案件，平均不
到3天就办结一起。虽然案件多，但我和助
理、书记员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办案有条不
紊，效率大大提升。”

员额制实行以来，检察长顾涛带头办大
案、办难案，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上接01版）

诚意满满：既要走出去，也要
请进来

12月19日至20日，永城市公安局组织对
全市 33个户籍派出所进行观摩巡查，邀请辖
区群众当评委，被观摩派出所向群众报告工
作后，群众评委现场提问、现场打分。

为全面征求各行业各部门和人民群众对
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我省各级公安机关不
仅主动走出去，还把群众请进来。在全警“进
村入户”大走访活动中，我省各级公安机关上
至领导干部、下到社区民警，纷纷抽出时间进
村入户，向群众述职、向群众报告，问需基层、
问计群众。在邀请各界代表“进警营”活动
中，我省各级公安机关邀请省、市、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律师等社会各界代
表，通过实地参观、汇报工作、座谈交流等方
式，广泛征求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与此同时，我省各级公安机关还组织开
展了公安工作问卷大调查活动，采取网络问
卷、微博微信问卷、电话问卷、书面问卷等形

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我省公安工作和公
安队伍建设的总体评价。

为民情怀：把平安和温暖送到
家门口

“叔叔好！”“阿姨好！”12月 18日下午，新
乡市特殊儿童救助中心的孩子们特别开心。
这天下午，新乡市公安局卫北分局组织民警
前来看望孩子们，并给他们送去了过冬的衣
服、粮油、牛奶等生活用品。

连日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组织开展“送
平安、送温暖、送爱心”活动，为群众普及冬季
防火、防盗、防事故等安全防范常识，组织慰
问辖区困难群众，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彰显
了公安机关心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情怀。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把群众呼声作为第
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
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组织开展了窗口服务单
位提质增效活动，根据群众意见建议，进一
步优化工作流程、规范服务标准、提高办事
效率，加强和改进各项公安工作，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
者 刘震 通讯员 张晓东）记者昨日从南
阳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获悉，该市将于
12 月 25 日正式启用新能源号牌。据
悉，2017 年 8 月，南阳市被省公安厅确
定为推广应用新能源号牌试点城市。

南阳市将正式启用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王佳佳）近日，家住滑县的小红（化名），
收到了滑县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这让处于恐惧之中多日的她终于有
了安全感。据悉，这是滑县法院发出的
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滑县法院发出首份
人身安全保护令

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8万民警大走访 □□信息一束信息一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