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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全文公布

推动保障妇女权益法律政策实施
（上接01版）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
审委会会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和制度安
排。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双方的目
标是一致的，追求的价值是共同
的，都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捍卫
法律权威。通过列席审委会会议，
法、检两家围绕存在一定争议的疑
难复杂案件或者其他重大司法问
题，面对面交换观点、阐述意见、真
诚沟通、充分论证，有利于统一司
法标准和办案尺度，共同把案件办
准办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全省各
级法院、检察院严格公正司法。

顾雪飞强调，全省各级检察院
都要在各级法院的大力支持配合
下，把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
会议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工作中既要有文来文往，也要有人
来人往，共同努力切实发挥好这一
制度的作用和效能，共同努力提升
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共同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
出更大贡献。

近些年来，不少领导干部已经认
识到了好故事的魅力，越来越多的党
员干部开始用生动的讲述传递声音、
思想和情感。但也有个别干部，习惯
讲话发言堆砌空洞说教，开口就是大
道理，有激情没真情、喊口号不走
心。空话讲多了就会蚕食真情实
感。台上夸夸其谈、张口便是“八股
文”，台下难免避实就虚、缺乏担当。
不会讲故事，说穿了是因为不会听故
事甚至听不到故事。个别领导干部
精于纸上调研、文件考察，离群众却
越来越远，入耳入眼的是苍白口号和
冰冷数字，心里自然就存不下什么故
事，久而久之对火热生活的感受力也
就日渐淡漠，说出的话连自己都打动
不了，又如何去感染别人？

讲好故事表面上是表达能力的
体现，是话语体系的转换，但本质上
是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的转变。要
讲好故事，就要求领导干部真正放下
身段、“不端不装”，用一颗真心对待
工作，用一份真情面对群众。深入基
层才能听到好故事，和群众交心才能
讲出好故事，会讲故事才能将“高大
上”的理念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听
得进的家常话，让党的方针飞到田间
地头、灶台炕头，印在群众心里，转化
为凝聚力、向心力。

一段好故事，能引起共鸣和回味；
一段好故事，能激荡起初心与干劲。
在新时代的中国，到处都是生动感人
的好故事，领导干部也应该有一双发
现好故事的眼睛，有一份讲好故事的
真情，以事说理、以情感人，用更多精
彩的中国故事，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
礴力量。（新华社郑州11月8日电）

领导干部也要
学会讲好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日前闭幕的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修正
案）〉的决议》。新华社8日受权发布新修改的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修改后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包

括总则、任务、组织制度、全国组织、地方组
织、基层组织、团体会员、妇女联合会的干
部、经费及财产、会徽会旗、附则等部分。

新修改的章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的行动指南。章程总则明确，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是全国各族各界妇女为争取进一
步解放与发展而联合起来的群团组织，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
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
要社会支柱。章程第三条说，代表妇女参与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
社会事务，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参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制

定，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推动保障妇
女权益法律政策和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
施。新修改的章程，有利于更好落实妇联组
织新时代的目标任务，努力开创妇联工作新
局面。

根据章程修正案决议，适应新时代的要
求，在章程中充实组织制度，规范地方组织、
基层组织和团体会员有关内容，强化干部队
伍建设，有利于提高妇联组织自身建设科学
化水平，增强妇联组织凝聚力和影响力。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智群）激情绽
放，“羽”你同行。11月 8日，2018“汉酱杯”河
南省直机关羽毛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四楼新闻发布厅举行。

本次比赛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
省委省直工委、河南省体育局共同主办，
河南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河南省羽毛球运
动协会承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协
办。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将于 12 月 1
日 、2 日 在 郑 州 师 范 学 院 综 合 训 练 馆 举
行。比赛只设“混合团体赛”，每支代表队
必须由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三
部 分 人 员 组 成 ，每 个 代 表 队 限 报 人 数 7
人。其中，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运动员 5
人，领队或教练员均可兼任运动员，预计

参赛规模在 500 人左右。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将充分发挥强大的传媒优势和公信力，
为赛事的策划、传播、宣传、资源整合提供有
力支持，并希望借此机会激发出我省羽毛球
爱好者的热情，将该项赛事打造成我省群众
体育运动的一场顶级赛事。

作为本次比赛的冠名赞助商，汉酱酒的
相关领导表示，本次 2018“汉酱杯”河南省直
机关羽毛球邀请赛，既是一场强身健体、拼搏
向上的体育赛事，更是一个传播友谊、交流促
进的平台，冠名此次比赛将是汉酱酒落实全
民健康战略、推动体育公益事业的一项重要
举措。

据悉，此项赛事将在2018年11月16日前
完成各项报名工作。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芳）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10月23日至11月7日，省委省
政府组织 9 个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开
封、漯河、驻马店、周口、信阳、南阳、洛阳、三
门峡、焦作等 9个省辖市，开展 2018年省委省
政府第一批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推动了一批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于11月7日至8日结束进驻督察任务。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科学指导，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把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
大发展问题，作为检验树牢‘四个意识’、落实

‘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要求，坚持问题导向、

探本溯源、边督边改、重在督政、开门督察，推
进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和全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开展。

进驻督察中，各督察组采取个别谈话、调
阅资料、实地走访、受理举报、现场抽查、下沉
督察等方式开展工作。坚持直面问题，推动
边督边改，督察组陆续梳理曝光 18 个典型案
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发挥了督察震慑、警
示和教育作用。

截至 11 月 7 日，9 个督察组共抽查、核查
点位累计2239个，其中，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交办案件点位716个，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反馈意见涉及点位29个。督察组还
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4939 件，受理有效举

报 4302 件，问询谈话 319 人，走访相关部门
218个，调阅资料8250余份。督察组向被督察
地区交办问题 4302 件，其中已办结 2657 件，
立案处罚 56 家、罚款 210.11 万元，立案侦查 2
件，约谈47人，问责170人。

督察整改，触动了一批干部铸牢生态文
明理念，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动员
了一批群众参与环境保护，推动了一批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落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自信心和满意度，达
到了预期效果。

根据督察工作安排，各督察组将陆续进
驻第二批被督察城市，整个督察工作将持续
一个月，预计于11月下旬全部结束进驻督察。

共向被督察地区交办问题4302件

2018“汉酱杯”省直机关羽毛球邀请赛将开赛

11 月 6 日，新野县法院邀请该县湍口小
学百名师生参观青少年法治教育展馆接受法
治教育熏陶。据悉，截至目前，该县已有6万

余人参观青少年法治教育展馆。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云 摄

影报道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闫伟东 李彪）河南
法制报记者近日从南乐县检察院获
悉，在 2018 年上半年全省县（市、
区）检察机关执法工作满意度调查
中，该院荣获第一名。

据悉，在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执
法满意度上，该院实施了“六个强
化”工作法，即强化组织领导，明确
工作方向；强化规范执法，推进平安
建设；强化大局意识，积极化解矛
盾；强化检务公开，打造“阳光检
察”；强化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素养；
强化检民联系，提升服务水平。该
院从服务南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
发，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认真落实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检察环节各项措
施，加强各业务部门沟通协调，虚心
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获得了群
众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南乐县检察院

“六个强化”工作法
提升执法满意度

全省微型党课巡回示
范宣讲走进宛城区检察院

弘扬焦裕禄精神
争做出彩河南人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远 詹馨）11 月 7
日，省委宣传部“送党课进基层”暨
微型党课巡回示范宣讲南阳市宛城
区专场走进宛城区检察院基层党
校。

宣讲以“弘扬焦裕禄精神 争做
出彩河南人”为主题，8名优秀宣讲
员立足自身岗位，结合当前热点问
题，用小载体讲大道理，用自己的语
言讲身边的故事、聊自己的感想、谈
自己的体会，用鲜活的事例、精彩的
语言为来自南阳各县（市、区）的近
200名党员代表带来了一次心灵享
受和精神洗礼。

2018年省委省政府第一批环保督察结束

省检察院检察长首次
列席省法院审委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