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

切实维护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权益

报头题字：彭 真

见证法制进程 建设法治中原

HENAN LEGAL DAILY
2021 年 7 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河南法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22 邮发代号：35-40

河南省委第七巡视组向省委政法委机关反馈巡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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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荆锐）按照省委统一部
署，7 月 15 日下午，省委第
七巡视组向省委政法委机
关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情
况。反馈会议之前，巡视组
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简要反馈了巡视情况，传
达了楼阳生书记听取十届
省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
时的讲话精神。省委第七
巡视组组长种瑞华向省委
政法委机关领导班子进行
了反馈，省委巡视办主任袁
永新代表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讲话并提出要求，省
委第七巡视组副组长闫大
伟和省委第七巡视组有关
成员出席会议。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席会
议并作表态讲话，省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沈庆怀主持
会议。
按照十届省委第十轮
巡视工作部署，2021 年 3 月
4 日至 4 月 30 日，省委第七
巡视组对省委政法委机关
进行了巡视。巡视组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坚
持政治巡视职能定位，聚焦
省委政法委机关领导班子
和“关键少数”肩负的职责
使命，发扬斗争精神、敢于
动真碰硬，顺利完成了巡视
任务。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听取了巡视组的巡视
情况报告，并向省委书记专
题会议报告了有关情况。
种瑞华指出，2017 年以
来，省委政法委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督促、
协调、指导平安河南、法治
河南和过硬政法队伍建设，
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保障
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
巡视也发现了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够深入，履
行省委政法委核心职能职
责不够充分，对“党对政法
工作绝对领导”的理解把握
和制度落实上有不足，立足
源头预防化解矛盾有欠缺，
服务保障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有短板，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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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9 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近日印
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要求，各级工会要聚焦解决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问题，
推动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要加
快推进建会入会。强化分类指导，探索适应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不同职业特点的建
会入会方式。积极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
组织就行业计件单价、抽成比例、劳动定额、劳动保护、
奖惩制度等开展协商。
（据新华社北京 19 日电）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法治之力 法治之利 法治之丽
——民权县法治政府建设综述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赵瑜 王永刚
上个月，家住民权县绿洲街道办
事处史村铺村的李大伯常常接到陌生
电话，邀他做投资理财，听多了，李大
伯渐渐有些心动。可自从他和邻居参
加了村里举办的防非法集资讲座后，
心里燃起的小火苗被及时掐灭了。
走出村委会大门，李大伯不由自
主哼起了民权县司法局编的防诈骗
之歌。
“村里的讲座真好，我没上当！”
这是李大伯的直接感受。但他或许

并不知道，自己正享受着民权县法治
政府建设带来的红利。
民权县法治政府建设，正传递着
法治民权建设的强劲脉动——将法
治政府建设作为推动落实“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从简政放权到优化法
治营商环境；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普
遍建立，从行政部门执法监督到法治
政府建设考核评价制度全面实施；从

法治宣传“遍地开花”到民生服务法
治体系“全线贯通”
……
以法治的力量让一切权力循法
而行，用法治的红利厚植群众获得
感，以法治的壮丽画卷献礼建党百
年，新时代民权，正通过一项项依法
行政工作的贯彻实施，一条条事关
百姓生活措施的制定，丰富着法治
民权建设内涵，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走深走实。
（下转 07 版）

感悟百年党史 畅谈心得体会
顾雪飞参加省公安厅办公室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近日，省公安厅办公室党总支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副省
长，
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厅长顾雪飞同
志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专题组织生
活会，
与党总支党员一起谈心交流。
会上，党总支负责同志代表党
总支委员会，向全体党员报告上半
年党总支工作和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情况，通报党总支委员会检视问题
情况。随后，党总支委员和部分党
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发言。大家畅谈
心得体会、检视问题，严肃开展了批
评和自我批评。
顾雪飞与大家交流了党史学习
教育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的心得体会。顾雪飞强调，学习

好、领会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全省公
安机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核
心的力量，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
工作的绝对领导，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总纲领、
总遵循、总指引，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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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03 版】
上半年，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共受
理法律援助案件 7.9 万件，帮助农民
工挽回经济损失 8462 万元

846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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