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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三张牌”
夯实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基础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洛阳实践

洛阳市打好制度、服务、监督
“三张牌”，构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工作体系基本框架，形成上中下贯
通、市县乡同步、空间区域全覆盖的
网格化、立体化、全过程、全方位的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格局，不断
夯实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基础。
一是打好“制度建设牌”。出台
《洛阳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办法》，
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的主体、对象、
内容等提供法律依据。建立行政执
法案件回访制度，压实政府层级监
督的责任，加强自我约束。建立行
政执法情况专项说明制度，对依法
负有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执法职
责，但在一年内没有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等执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
关，要求其于当年度末向本级人民
政府说明情况。
二是打好“为民服务牌”。以人
民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聘行
政执法监督员、建立执法监督企业
联系点，与营商环境监督员协同合
作，为规范执法、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监督改进建议。建立第三方评估制
度，发挥洛阳法治政府研究院对行
政执法工作的理论学术研究和评价
作用，委托社会调查机构对各级行
政执法机关行使执法权和履行法定
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评估，结合河
南省“人民群众和企业最不满意的
行政执法领域和行政执法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活动，对评估结果最差
的执法领域开展专项执法监督。
三是打好“监督实效牌”。出台
《关于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工作体系的指导意见》，细化各级行
政执法协调监督机构的工作职责，
列出市、县、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权
责清单，明确履职方式，分级压实执
法监督责任。市司法局牵头整合全
市市场、应急、交通等七大领域建立
大监督机构，按照职能分成若干监
督检查小组，把全市各个县区分别
包干到各小组负责，采取月检查、季
通报等方式，深入推动执法协调监
督实效，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常向阳 于燕霞 张继峰）

洛阳市中级法院强化源头治理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本报洛阳讯 洛阳市中级法院近
年来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主线，
以
源头治理和化解机制建设为抓手，
推动
行政审判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去年，
该院一审行政案件调撤率达到38.18%，
同比提升60.96%，
居全省前列。
强化行政争议源头治理，
在
“治未
病，防成诉”上下功夫。主动靠前服

务，延伸司法服务职能，强化源头治
理，
注重源头排查化解。发挥
“庭审课
堂”
作用，
实现
“审理一案，
普法一片”
的效果。前置多元调解，
在促进行政
争议实质化解上出实招。注重诉前和
解，
促进争议实质化解。完善行政与
司法协调机制，
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
并积极倡导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多方联动聚合力，
在服
务大局上求实效。府院联动构建多元
行政争议化解体系，
将实质化解融入
审判全过程。
下一步，
该院将以
“能力作风建设
年”
为载体，
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为
“建
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
提供优质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 （郎松涛 韩莹莹）

洛阳市司法局开展宣传活动

激发群众参与创建积极性
本报洛阳讯 近日，
洛阳市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党慧带领该局党组成
员，
组织该局 20 余名法律服务志愿者
赴西工区上阳路社区，
开展
“共创法治
政府，共享法治文明”宣传进社区活
动，
持续推动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志 愿 者 们 深 入 社 区 、商 户 、楼
栋、居民家中，紧紧围绕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创建工作，开展宣传
活 动 ，发 放 法 治 建 设 宣 传 读 本 520
余册、法治政府建设倡议书 1000 多
份，现场解答相关法律法规 110 余
人次，扩大了法治政府示范市创建

工作知晓率，营造了浓厚的示范创
建氛围。
截至目前，该局开展宣传活动
19955 次 ，发 放 宣 传 页 、宣 传 材 料
134.4 万余份，有力激发了辖区群众
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于燕霞 马广建）

“警医”合作 开启医疗救助“绿色通道”
本报洛阳讯 为深化“警医”
合作共建，推动“惠警”措施落
地生根，完善交通事故应急救
援机制，为联动警情中的伤员
开通绿色救治通道，近日，新安
县公安局与某驻军医院、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安
县中医院举行新安县警医共建
合作医疗救助“绿色通道”签约
揭牌仪式。
新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
志波代表县公安局与
三家医院代表
签订合

作协议，并共同为“新安县警医
共建合作医疗救助‘绿色通道
’
”揭牌。
警医共建合作医疗救助
“绿色通道”的启动，标志着新
安县公安局爱警惠警暖警工程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体现了
卫生健康部门对公安工作的关
心与支持。
“警医”携手前进、守
护生命，为全县人民构筑健康
安全屏障。新安县全体民警、
辅警将以更健康的体魄、更饱
满的状态投入到公安工作中，
以实际行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常向阳 汤磊）

近日，
近日
，汝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深入乡镇村 ，开展“ 美丽乡村行
警深入乡镇村，
美丽乡村行”
”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
通安全宣传活动
，切实筑牢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防线。
交通安全防线
。常向阳 谷玉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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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蓝”
化身
“志愿红”
本报洛阳讯“请大家遵守防疫
规定，安全有序检测……”5 月 6 日，
洛阳市偃师区检察院组织 30 余名干
警，
成立志愿服务队，
驰援抗疫一线。
当日 6 时 30 分许，志愿服务队队
员赶赴检测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他们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组织群众排
队、扫码，帮助行动不便的群众。其
间，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银轩，偃
师区商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国干来
到检测点，了解社区检测情况，并看
望志愿者，要求大家在做好个人防护
的同时，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
为疫情防控贡献检察力量。
（陈卫军 张亚楠）

“送奖到家”
鼓干劲
本报洛阳讯 近日，洛阳市消防
救援支队联合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武
装部等部门，组织开展“送奖到家”活
动，赶赴该支队装备技师李闯家乡，
为荣立一等功、荣获“金头盔”的李闯
及其家属送去祝贺和关怀。
在活动现场，该支队政治部人员
宣读了记功命令，
并为李闯及其家人送
上
“一等功臣之家”
牌匾、
奖金、
喜报，
与
李闯及其家属亲切座谈、
合影留念。座
谈中，
各级领导对李闯给予高度评价，
对其家属长期以来的默默支持表示感
谢，
并勉励李闯再创佳绩。（郭抗抗）

警惕校园暴力
今年 4 月，安徽省颍上县某初中
12 名学生对一名学生连续掌掴、扯头
发，并对其头部进行不断的殴打。公
安机关介入后，对施暴者作出行政拘
留、
训诫等处罚。
为预防校园暴力，
我国除出台民法
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外，
还专门
出台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但在
现实中，
施暴者家长、
相关学校常常与被
害人家长协商，
尽量大事化小、
小事化
了，
施暴者往往难以受到实质性处罚。
这无形之中助长了校园暴力的存在。
对于校园暴力，
施暴者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我国民法典规定，
在校的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
在学
校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施
暴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施暴者的财产不足以或无法承担上述赔
偿的，
则由施暴者的监护人承担。对于
情节严重并造成了一定实害结果的校园
暴力，
如果施暴者达到相应的刑事责任
年龄，
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学校不能用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
校园暴力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如果
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学校受到人身伤害，学校无法证
明其尽到管理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同时，学校应当立即制
止学生的欺凌行为，根据欺凌行为的
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此外，学
校不得隐瞒严重的欺凌行为，应及时
向公安机关与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杨昊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