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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走转改””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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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带两名干警赶紧出发，有个
村发生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今
天上午 10 时许，我正在太康县法院
执行局采访，该局局长李卫东突然叫
停采访，安排综合科副科长王晨西赶
紧行动。

一路上，车轮滚滚，风驰电掣。我
也利用间隙，问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

2017年9月，该县高朗乡某村村
民桂某与王某驾驶摩托车在某村相
撞，造成桂某头部受伤。因双方是同
村村民，均未报警处理。桂某为治疗
花费16万元，因赔偿问题，双方纠纷
进入诉讼程序。同年 11 月，太康县
法院判决王某赔偿桂某医疗费 8 万
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对王
某两次司法拘留，王某仍未履行。

2018年5月，桂某的伤情经鉴定
为一级伤残，桂某再次向太康县法院
提起诉讼。该院判决王某赔偿桂某残
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27 万元。
王某仍未履行判决。后桂某死亡，其
家人不满，以至于今天上午事发。

我们到村里时，已经是 11 时。

现场一片混乱，一处院落前面围着百
余名群众，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王
晨西亮明身份后，先把无关人员遣
散，然后开始调解。

“你们这样做真是太无知了。”王
晨西对桂家人进行批评教育，“桂某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你们没有第一时
间将情况通报给法院依法处理，却弄
个水晶棺来要挟，已经涉嫌违法。这
不仅不能解决纠纷，反而你们可能会
因为违法受到法律制裁……”

看到桂某家人脸上露出悔意，王
晨西转过身对王某说：“事情发展到今
天，你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你换位思
考一下，假如事故受伤的是你，肇事者
分文不赔，你是什么心情？况且，现在
桂某人都已经死亡，你仍不赔偿，良心
何安？今天如果再不解决，法院将会
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不仅你要承
担法律责任，你的子女今后在入党、工
作等方面也都将受影响……”

王某满脸通红地说，实在没有能
力按照判决赔偿。调解陷入僵局。

王晨西见状决定采取背对背的

方式对双方分别调解。一次、两次、
三次……王晨西不厌其烦地往返在
双方之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3时40
分。桂某的家属突然动情地说：“啥也
不讲了，就看在法官这么用心地为我
们做工作的分儿上，我就要求王某一
次性赔偿我们10万元。赔偿款到位
了，我们立即走人。”

面对桂某家属的让步，王某羞愧
地说：“王科长，你们为我们的事忙了
一天，他们又作这么大的让步，今天
我就是把所有亲戚借遍，也要把 10
万元赔偿款履行到位。”

接着，王某拿起电话向亲属求助。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转眼到了晚上
8时30分。随着最后一笔款5000元到
账，10万元赔偿款终于筹齐。王晨西
和派出所民警将10万元赔偿款转给了
桂家人，双方分别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承诺今后再无纠葛……

紧急调解

（上接01版）
会议指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成立以来，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
集中统一领导，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重点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和委员会各
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履行责任，积极作
为，推动委员会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委
员会确定的年度工作任务基本完成，宪
法学习宣传教育落点实、效果好，一批
涉及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
要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扎
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蹄疾步稳，法治
社会建设全面深化，全面依法治国迈出
新的步伐。

会议强调，法治建设规划，事关全
面依法治国工作全局。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描绘了 2035年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的宏伟蓝图。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我
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相适应，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
党相协同，扎扎实实把全面依法治国推
向前进，确保制度设计行得通、真管用，
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
障作用。

会议指出，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
要高质量。要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不断完善以
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推动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

会议强调，要以立法高质量发展保
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适应新
时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制
定统一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对改革开放
先行先试地区相关立法授权工作要及早
作出安排。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安全、土
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立
法项目要统筹考虑，立改废释并举。

会议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
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对法治国
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对示范创建
活动的指导，杜绝形式主义，务求实效。

会议指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是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要把党的领导
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和各方面，
履行决策法定程序，增强公众参与实效，
提高专家论证质量，坚持合法性审查，防
控决策风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以规范的程序、科学的决策维护重大
公共利益、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依法平等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要用法治来
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市场经济
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
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要把工作

重点放在完善制度环境上，健全法规制
度、标准体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普法工作。对食品、药品等领域的
重大安全问题，要拿出治本措施，对违法
者用重典，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
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
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
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
对外开放。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
际，压实工作责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中央依法治
国委协调小组要发挥好作用，推动本领
域法治建设任务落地落实。中央依法治
国办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工作任务的
协调、督促、检查、推动。督促检查要掌
握正确方式方法，突出工作实效。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委员出席

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上接01版）
会议强调，2019 年，全省司法

行政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中央、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立足新职能新定位，坚持党
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绝对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推
进“一个统筹、四大职能”工作布
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统
筹、狠抓落实，改革创新、固本强
基，奋力实现司法行政各项工作
水平全面提升。

会议要求，2019 年，要重点做
好以下工作：统筹做好依法治省
工作，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
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全
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全面加强

“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加
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深化“一次办妥、一网通办、三级
十同、最多跑一次”改革，努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精准、普惠、便捷的
公共法律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强基
固本，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省
司法厅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基
础建设年，2020 年为巩固提升年，
2021年为全面深化年，把工作重点
放在基层、把人员力量充实到基
层、把财力物力倾斜到基层、把政
策措施落实到基层，真正推动基层
基础工作强起来。

（上接01版）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

2019 年，为期三年的专项斗争迎
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深水区、攻坚
期。因此，必须咬定目标不放松，对黑
恶势力保持强大攻势。

一要始终保持昂扬斗志。要始终
保持清醒头脑，认清专项斗争面临的时、
势、责，认清黑恶势力存在和发展的复杂
性，认清黑恶势力的隐蔽性，坚定信心决
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二要组织好案件重点攻坚。要以

积案和线索清零为目标，继续突破一批
大要案，深入开展大案要案重点攻坚，
以重点案件为突破口，尽快突破一批难
啃之案、深挖一批蛰伏之徒、收缴一批
涉黑之财，打出声威、打出实效。

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要坚
持边打边治边建整体推进，打黑、打伞、
打财并举，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整治，坚
决铲除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要及时
发现、打击网络空间、新兴领域黑恶犯
罪，坚决查处各类“保护伞”，带动政治
生态、社会生态不断好转。

四要建立扫黑除恶治乱长效机
制。要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
理，落实重点行业领域日常监管主体责
任，要强化督导整改工作，形成扫黑除
恶治乱长效机制。

扫黑除恶是人民期待。只有取得
实实在在的扫黑除恶成效，才能赢得人
民群众满意。也只有坚持不懈地把专
项斗争继续向纵深推进，才能让平安幸
福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也是
扫黑除恶的应有之义。

扫黑除恶必须保持强大攻势

奋力开创新时代全省
司法行政事业新局面

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
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