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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干警进千村解千难”活动专栏⑦

自我市开展“千名干警进千村解
千难”活动两个多月来，市网格办主任
郑卫平到赤壁市茶庵岭镇八王庙村开
展调研、宣传平安创建、访贫问苦、协
调处理矛盾纠纷已达4 趟次，贴近群众
做了一系列实事。

期间，郑卫平捐钱慰问对越自卫
反击战英雄张继承500 元，慰问因病致
贫的特困户张呈武300 元，并购买棉衣
棉被共3 套，慰问特困户3 户。在入户
中，郑卫平不怕辛苦,成功化解矛盾 6
起。

化解八王庙村一组反映的殡仪馆
影响环境深夜炸鞭事件。通过与殡仪
馆协商,每晚 10:30 以后,不再炸鞭炮；
化解因修武深高速损坏的抗旱抽水机
站。通过多方协调,正在修建损坏的抗
旱抽水机站和渠道；化解了该村三组
与羊茶一个承包商多年的土地纠纷。

该承包商用三组的土地 12.78 亩，多年
来一不给租金,二不按国家政策征用土
地。通过协调该老板一次性拿出40 万
元与农民签了协议，村民可分别按照
村里按每亩 2000 元提留，用于公益事
业，其他的各家各户造表已签字分发
到位；化解一起土地纠纷。二组 70多
亩土地早在 2013 年卖给一个茶商,但
茶商当时未按国家规定付款，通过和
老板宣传政策，最后老板同意补足余
额部分，现已付10万元，答应在明年春
节前付清；武深高速修路的重型车将
该村的三条村级公路损坏，要求该标
段快速维修。通过协商，该标段同意
维修损坏的村级公路；协调好因武深
高速拆迁的矛盾。该村十四组村民石
日泉因修武深高速拆迁一直上访，多
次带头闹事。通过批评教育并宣传政
策，最后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10月21日，市法学会秘书长黎江（右一）带领赤壁市委政法委“三千”活动队
员，深入中伙铺镇高桥村开展第三次进村入户活动。图为在该村十四组94岁老人
舒宗良家了解生活状况的情景。 通讯员 陆秋良 摄

郑卫平：贴近群众做实事
通讯员 陆秋良 黄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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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委政法委
咸 宁 日 报 社联合主办法治咸宁

10月21日上午，市委政法委、市国税局、

市国安局、市气象局、市移动公司 30余名“香

城义工·红色情怀”党员志愿者联合咸安区文

笔路社区5名工作人员，身着“红马甲”，头戴

“小红帽”，在青龙巷小区为 40余名空巢老

人、孤寡老人、高龄老人举办“九九重阳·关爱

老人”团圆宴活动，与老年人近距离互动，共

度美好节日时光，营造了浓厚的敬老、爱老、

养老、助老的氛围，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深

受居民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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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给十月份出生的老人送生日蛋糕，
唱生日歌，送去大家庭的温暖。

志愿者现场免费为每位老人拍摄两张6寸生活
照，当时可取，深受老人欢迎。

志愿者和老年人一起共同享用饺子，品味人
生。对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饺子上门。

青龙巷飞出欢乐的歌
——咸安区文笔路社区“九九重阳·关爱老人”团圆宴活动掠影

文/图 陆秋良 邓海洋 鄢洁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四中全会的要求为国有企业
改革明确了方向，也为国有资产监管体
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咸宁市国
资委在党的十八大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的指引下，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
国有资产，有力地促进了市级国有企业
的改革发展。

——以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为基础，
坚持依法履职

法律是保护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的最强大武器。如何用好这个武器，市
国资委从“三个坚持”入手，攥紧法律利
剑，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一是坚持学
法。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学法作为
系统内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把学法作为
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每年邀请
法律专家讲授法律知识。通过多年持
续开展的学法活动，知法、懂法、用法律
解决问题已成为市国资委全体干部职
工的共识。二是坚持守法。在多年的
国资监管实际工作中，市国资委全体干
部职工始终用法律守卫国有资产。坚
持用《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和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
法律法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规范产权
交易行为。2008年以来，依法推进国
有企业脱钩改制 50余家，妥善安置企
业职工2万多人，解决了困难企业职工
的后顾之忧，依法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
益；依法进场交易国有产权 400余宗，

交易额近5亿元，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率
达 100%，国有资产交易保值增值率稳
定在 85%以上。三是坚持用法。在实
践中，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把法律条文
装进脑海”，也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法律
的约束，而是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近年来，已先后通过
司法诉讼处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历史
遗留问题 4起，涉案金额 4000多万元，
有效地维护了国有资产的权益。

——以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方式为
目标，坚持依法监督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
资产监管”。今年8月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国资
监管机构对国有企业的监管由“管人管
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按
照中央和省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
署，依法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一
是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国
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的总体要求下，一
方面，通过对现有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
的改组整合，组建咸宁城发集团和咸宁
金控集团两家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
司，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架构；另一方面，
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依法加强
对国有资产的监督。近年来，市国资委
先后出台了《咸宁市国有投融资平台公
司业绩考评和激励约束办法》、《咸宁市
国资委关于市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的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切

实保障了国资委对出资企业的有效监
管。二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
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是实行分类改
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督、分类定责、分
类考核的基础。国资委正在研究制定
《咸宁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意见》，
拟对市级国有企业按照商业类和公益
类进行科学分类，实施改革。商业类国
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
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
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
目标，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公益类
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
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引入市场
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
坚持依法治企

依法治企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
要求，我们将坚持“三个着力”全力推
动依法治企。一是在着力完善企业运
营机制上下功夫。坚持以市场经济为
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董事
会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为目标，规范国有企业
经营。重点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
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
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
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确立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统领地位，
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
用人、薪酬分配等职权，保障经理依法

履职。不断加强董事会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目前，市直 10家国有出资企
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均有职工代表，
严格落实了“一人一票”表决制度。同
时，我们还在研究探索建立外部董事
制度，努力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二
是着力在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上
下功夫。继续推进政府投融资平台公
司去行政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市场
化选人用人机制，积极推进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整合
国有资源，壮大企业实力，提升国有企
业市场竞争能力。三是着力在加强国
有企业内部管理上下功夫。不断完善
企业内部管理体系，明确监事会、审
计、纪检监察以及法务、财务等部门的
工作职责，完善管理监督制度，增强制
度执行力。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
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
的监督管理，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
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
制，防止权力滥用。落实企业内部监事
会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
监督。进一步发挥企业总法律顾问在
经营管理中的法律审核把关作用，推进
企业依法经营、合规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胡海淼报道：10月20日，市综治办、市公安局、
市国安局、市邮政管理局、市文化体育和新闻出版局等部门组成联
合检查组，对市邮政公司、申通快递、顺丰速运、韵达快递等寄递企
业进行了检查。

此次重点针对企业安全人员配备、收寄验视制度落实、禁寄物
品宣贯、安全检查设备使用、应急管理制度建设、隐患排查治理和教
育培训等情况开展检查。检查情况表明，全市寄递企业落实收寄验
视、安全管理等方面执行情况良好，寄递渠道稳定有序运行。

检查组要求，要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防
范体系建设，强化各环节细节管理，配合相关部门完善内控机制建
设，做到人防、物防、技防有效结合；要营造企业内部浓厚的舆论宣
传氛围，做到“人人参与安全防范，人人参加安全建设”；要加强录用
人员的“审查”机制，对新录用人员要及时到市邮政管理局办理“备
案”手续，确保寄递队伍安全稳定。

我市

开展寄递渠道安全管理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黎小
明报道：一男子财迷心窍，竟然
专门利用帮人办丧事之机，溜门
入室进行盗窃。近日，通城县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
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责令退赔全部所盗财物。

2014年 9月 4日晚，被告人
陈某来到本县大坪乡某村村民
胡某某家里帮其办丧事做“道
场”，趁死者封殓亲属齐聚灵堂
之机，受同办丧事的郜某（另案
处理）邀约共同作案，溜门入室
从胡某某家卧房木柜里盗得人
民币3200元。

尔后，被告人又于 2014年
下半年的一天、2015 年 1 月 6

日，在本县石南镇某村帮两户
村民办丧事做“道场”时，先后
两次单独作案，以同样手段从
两户村民家里共盗得人民币
4390元。

经查，被告人陈某利用帮
助他人家庭办丧事之机，先后 3
次单独或伙同他人入室盗窃，
共盗得人民币7590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
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
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到
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
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假借帮人办丧事
伺机盗窃被判刑

本报讯 通讯员肖斌、成
纯优报道: 10 月 19 日，通山县
公安局治安大队组织专班，为
通山一中 1200余名高一新生，
集中开展二代证人像采集工

作。该作法既节约了学生到
所在地派出所办证的交通费
用支出，又没有影响学生正常
学习，得到广大师生和群众的
一致好评。

通山公安局

为高中新生集中办理身份证

本报讯 通讯员邓俊文、
杨卫成报道：10月 16日，通城
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公安
侦查人员、镇村组干部和涉案
当事人家属等20余人来到该县
北港镇派出所，对袁某某涉嫌
故意伤害犯罪案的捕后羁押必
要性进行了公开审查。这是该
院公开审查的首例捕后羁押必
要性案件。

7月 14日上午 9时许，犯罪
嫌疑人袁某某与被害人胡某
（系犯罪嫌疑人前妻）因家庭财
务问题发生口角并相骂，袁某
某挥拳抡椅击打胡某胸背手等
部致其轻伤。9月30日，犯罪嫌
疑人袁某某被该院批准逮捕。
之后袁某某多次托人为胡某疗
伤，向胡某道歉。胡某在其子
及亲友劝导下，委托律师申请
该院启动对犯罪嫌疑人袁某某
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公开审查会上，公安民警
详细介绍了该案案情和侦查过
程，检察院办案人员结合事实
和法律依据对逮捕的适用及捕
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进行了

阐述。尔后，与会各方发表了
意见，律师说明了申请对犯罪
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
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表示了谅
解，案发地镇村组干部表示，如
犯罪嫌疑人被变更强制措施，
将其列为重点教育管理对象，
每月走访一次，努力促进双方
当事人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与
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发言认为该案犯罪嫌疑人
为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较轻，
对其变更强制措施有利于修复
双方受损感情，更好地促进社
会和谐，并一致赞赏了检察机
关公正规范、公开透明和人性
化的司法。

综合各方意见后，该院认
为本案社会矛盾已得到有效化
解，犯罪嫌疑人袁某某无再次
犯罪或妨碍诉讼的危险性，无
继续羁押的必要，遂于 10月 19
日向公安机关发出《继续羁押
必要性审查意见书》，建议对其
变更强制措施。当日，公安机
关采纳了该院建议，将对犯罪
嫌疑人袁某某的强制措施变更
为取保候审。

通城检察院

公开审查首例捕后羁押必要性案件

以法治思维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市国资委主任 徐永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