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五化”同步 建设法治林业
咸宁市林业局局长 王槐生

1月20日上午，市中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潘盛礼带领通山县法院
干警一行冒着风雪，走访慰问厦铺
镇硚口村一组廖清莲等 6 户特困户

困难群众，并为他们送上 3000 元慰
问金。

通讯员 阮兰琦 陈继井 摄

1月29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
书记、副检察长成才文率工作组深入

“三万”活动驻点村——通城县关刀
镇新建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研指

导新一轮“三万”活动。据悉，市检察
院此次走访慰问了新建村20户贫困
家庭，送去慰问金10000元。

通讯员 陈亮 摄

“感谢政府的关心，我们一定能
勤劳致富。”2月1日，通城县塘湖镇荻
田村十四组村民刘团员紧握着市司
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平的手说。这

是市司法局走进“三万”驻点村开展
慰问的一个场景。

通讯员 杜莉红
毛和平 钱群 摄

市司法局领导进村访贫问苦

元月27日，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
旅游委、鄂南高中、市中心医院和市
实验外国语学校等5家单位党员志愿
者，到温泉办事处泉塘社区居民点开

展了党员志愿者送温暖活动。
活动中，共为15户贫困群众送去

温暖，解决经费7500元。
通讯员 毛和平 汪大祥 摄

市司法局牵头进社区送温暖

把温暖送到贫困群众心坎上
市检察院深入驻点村开展“三万”活动 市中院到厦铺镇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近几年来，咸宁市林业局以建设
法治林业为目标，严格遵循依法、科
学、民主决策，规范执法行为，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林，
依法行政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有力
地促进了林业又好又快发展。先后获
评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全省首批法治
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全市目标考评先
进单位、全市依法行政优秀单位。

一、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促进行政
决策咨询化。我局制定了《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则》，对“三重一大”事项的
决策权限、范围、内容、程序及责任追
究作了规定，形成了科学、民主、依法
决策机制；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局法规
科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法的不提交局长
办公会讨论。此外，聘请了一名律师
为常年法律顾问，遇到重要法律文书
和重大决策事项，在民主集中讨论的
基础上，向律师咨询，几年来就重大事
项先后向律师咨询60余次，如局机关
横沟苗木基地建设、林权纠纷等，保证
了我局一些重大决策符合法律规定。

二、坚持检查考核，促进外部行为
合法化。一是规范执法行为。根据市
政府法制办的要求，我局对林业执法
主体和执法资格进行了清理，明确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森林法》、《野生
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承担林业行
政执法职责，行使林业行政处罚权。
根据林业相关法律、法规，我局制定了
《咸宁市林业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实施指导标准》，指导全市林业行政执
法。几年来，全市查处的林业案件，没
有发生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市
依法治市办和市政府法制办对我局执
法卷宗进行了审查，给予了充分肯
定。二是开展执法暗访。近几年来，
我局结合行评、治庸问责、群众路线教

育，由县级干部带队，组织专班开展执
法暗访，发现问题要求限期整改，促进
进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先后到全市
7个行政服务中心林业窗口、15个森
林派出所、16个木材检查站进行明查
暗访，先后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况
提出三次整改意见。三是实施执法质
量考核评议制度。市森林公安局开展
了执法质量考评，对执法台帐、刑事案
卷、行政（治安）案卷、执法监督（问卷
调查）、信访工作以及派出所23种台
帐进行全查或抽查，全市森林公安没
有发生行政诉讼和复议案件，杜绝了
以罚代刑、为钱执法等现象。

三、坚持机制建设，促进内部管理
制度化。为规范林业行政行为，我局
不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一时之策
转为经常之举，坚持用制度管人，依制
度办事。近年来，我局在原有制度基
础上，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工作制度。
在服务群众方面，制定完善了《林业行
政事务办理程序和方法》等2项；在执
法管理方面，制定完善了《森检人员行
为规范》、《咸宁市林业局林业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林业行政执法过错责
任追究暂行规定》等7项；在干部管理
方面，制定完善了《咸宁市林业局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干部学法、考核
和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等2项。

四、坚持内外监督，促进行政行为
规范化。一是加强内部监督。为规范
林业行政许可行为，我局充分发挥法规
科的监督管理作用，指定法规科对各业
务科室（单位）的审批、审核行为进行监
督管理，由法规科对审核事项的事由、
法律依据、条件等进行把关，为局领导
审批提供参考。二是接受群众监督。
在咸宁林业信息网站上公开林业局职
能、《市林业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
《市林业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在局办
公楼一楼大厅公开办事程序等，方便群
众查询；结合行业特点，印制《咸宁市林
业局政务公开手册》2000份，送到各县
市区林业局和乡镇，公开部门服务“十
项承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三是配

合人大政协监督。我局积极配合人大
政协等组织开展的执法检查，找出问
题，明确整改方向，促进依法治林的全
面开展。近三年来，人大政协先后就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山体保护、电力设施
保护来我局开展调研和执法检查；我局
共办理人大代表建议21件、政协委员
提案17件，办结率达到100%，见面率
达到100%，满意率为100%。

五、坚持围绕中心，促进专项治理
大局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
问题，我局还及时开展了一系列专项
治理行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一是
开展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和保护植
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根据《种子法》
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我局充分
利用开春造林季节种苗交易活动集中
频繁的有利条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面检查，督导各交易市场的苗木品
种、来源、规格质量，有无合法经营手
续、证件等都要检查登记，对违法经营
和假劣种苗进行了依法查处。截至目
前，咸宁市尚未发现侵犯植物新品种
权行为。二是开展山体保护专项整治
行动。针对城区山体逐渐被侵蚀的现
状，我局起草并提请市政府下发了《咸
宁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管理办
法》；在潜山景区等18座山体建立了

“城区山体管护责任牌”，共涉及山体
面积1874公顷，占市区山体总面积的
74.07%；从市、区两级林政、稽查、林
业工作总站以及森林公安等抽调专门
力量，组建工作专班，坚持巡查对城区
山体开展巡查，三年来共查处违法侵
占林地40余起。三是开展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
动。几年来，共清理集贸市场75处；
整顿酒店、宾馆86家，将设有野味收
购的广告牌全部取缔；查处非法运输
野生动物案157起，非法捕猎案件37
起，没收禁猎工具铁夹300余个，铁笼
285个，缴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类
83只，虎纹蛙427只，省级保护野生
动物100余只，青蛙850斤、蛇500余
斤、鸟类300余只。

法治政府建设好，
依法行政是首要；
咸安商务注重抓，
全局上下展新貌。

成立执法领导组，
组长重担局长挑；
杨大平部署很全面，
樊后柱主管细密周。

规范行为强监督，
建章立制奖罚优；
分工明细问责制，
健全机构定基础。

安全生产强执法，
依法依规深挖透；
隐患排查重治理，
监管到位环环扣。

成品油市场把关卡，
证照、台帐、资质查；

年审注重加油站，
部门联动勤执法。

油库油站抽样查，
四个全覆盖原则守；
维护安定促流通，
市场活跃发展稳。

食品安全重宣传，
深入开展掀高潮；
武商超市常咨询，
商务送法全区走。

假冒伪劣要狠打，
误导消费要核究。
民生商品及时报，
商贸监测不松懈。

商贸企业工程筑，
市场体系建设速；
推进商贸显繁荣，
法规红线贯蓝图。

依法行政促发展 推进商贸跨大步
○陈大明 刘云武 王月梅 黄乃旺

本报电话：社长办公室 8128711 总编办公室 8128722 记者部 8128123 专刊部 8128771 广告部 8128778 摄影部 8128773 咸宁新闻网 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刘晖 组稿：陆秋良

电话：18972813287 E-mail:2997541987@qq.com（市委政法委宣教科）

0715-8128771 E-mail:xnliuhui0921＠163.com（咸宁日报专刊部）

咸 宁 市 委 政 法 委
咸 宁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

法治咸宁
2016年2月5日

星期五

4版

本报讯 通讯员曾萍报
道: 1月28日，市公安局召开全
市监管场所第一次安全风险研
判会。

会上，全市所属12个监所
紧紧围绕队伍管理、监所安全
管理、设施建设、经费保障等方
面进行了安全评估、风险研判，
相互交流了消除安全隐患好的
做法与经验。会上，收集整理
各所汇报的安全隐患共16条，
并分门别类提出了明确的督办
指导整改意见。会议就“双
节”、“两会”期间全市监所的安
保工作进行了再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监所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双

节”、“两会”期间监所安保工作
的整体部署，所长必须把监所
安全牢牢抓在手中；要加强“双
节”、“两会”前夕监所安全隐患
排查，市局监管支队要联合督
察等相关部门突访、暗访，监所
要联合武警中队和驻所检察室
进行自查，切实把事故苗头消灭
在萌芽状态；要合理安排好在
押、被拘留人员的物质文化生
活，要通过组织文娱活动、合理
按排伙食等方式，缓解在押、被
拘留人员的思亲情绪，确保监所
绝对稳定；保持信息畅通，“双
节”、“两会”期间，所长必须保持
24小电话畅通，值班民警每日
下午4时前上报当日值班情况。

市公安局召开监所安全风险研判会

本报讯 通讯员金道伟报
道: 连日来，温泉公安分局以

“三查三整治”为主线，在辖区
内开展了打击“黄赌毒”违法犯
罪的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效
果，有力遏制了辖区“黄赌毒”
违法犯罪活动的蔓延势头。

通过集中行动，共查处游

戏机赌博3起，现场销毁赌博机
28台，收缴赌博机主板12块。
清查休闲娱乐场所30余处，查
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人员 16
人，抓获吸毒人员21名。刑事
拘留1人，行政拘留14人，强制
戒毒1人，其他处罚18人，确保
行动取得了实效。

温泉公安分局集中警力整治“黄赌毒”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
道: 日前，由湖北省法官协会主
办的第九届湖北法官论坛征文
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中级人民
法院报送的论文《关于完善我

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思考》荣获
一等奖。

此外，荣获二等奖1篇，优
秀奖7篇，咸宁中院荣获“组织
工作先进奖”。

市中院一论文获湖北法官论坛征文一等奖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
道: 2月2日，市中院机关召开
全院干警大会。20位部门主要
负责人依次述职述廉，全面客
观地报告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
成绩及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认
真查找了工作中的问题和不
足，并联系实际，提出了新一年
的工作思路和举措。

会上，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太平对2015年工作情况进行
了总结点评，并对当前工作作
了安排部署。

2015年，在院党组的坚强
领导下，全院干警团结拼搏、奋
发进取，各项工作亮点纷呈，成
绩可圈可点，创造了经验，打造
了品牌。

刘太平带领干警学习了
《善待你的单位》一文，要求大
家进一步增强集体荣誉感与责
任感，善待单位、善待组织、善待
同志，勤勉敬业，齐心协力，确保
2016年全院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还组织全院干警进行
了民主测评工作。

市中院召开总结交流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毛和平、
黄太平报道:“感谢家乡人的关
心，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
回归社会。”1月29日，嘉鱼县
服刑人员罗某接过县司法局送
来的衣服，感激地说。这是市、
县司法局联合开展的走进咸宁
监狱为嘉鱼籍服刑人员送温暖
的一幕。

年关将近，为做好嘉鱼籍
服刑人员帮教工作，市、县司
法局提前与咸宁监狱沟通，决
定联合开展进监所为服刑人员
送温暖活动。活动当天，市、县
司法局、县政法委、村组干部一
行 10人共为服刑人员开展了
送暖衣、互动等“五个一”送温
暖活动。

咸宁嘉鱼两级司法局进监所送温暖

报废车辆发生事故
车主与使用人共同担责

本报讯 通讯员阮兰琦、陈继井
报道：近日，通山县人民法院做出判
决，对一起报废车辆发生事故的车主
与使用人判决其共同担责。

2015年 8月 1日 18时许，程某驾
驶摩托途经通山县通羊镇李渡路段
时，王某驾驶摩托突然从路口出来，避
让不及将程某撞伤，造成程某左锁骨
中后段骨折、腰腿皮肤等多处挫伤的
事故。经通山县交警大队事故认定，
王某负主要责任，程某负次要责任。
双方因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程某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后，原
告程某无钱住院在家休息 120天，伤
情鉴定为轻伤二级，各项损失 14371
元。因被告王某驾驶的摩托车是从堂
弟王某群借来的，且该车于2011年10
月 21日已强制报废，因是报废车辆，
该车并未购买交强险。因此，为进一
步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依职权追加王
某群为共同被告，再次开庭审理。庭
审中，两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事实证据
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损失数额较
大，无力支付。

因双方均同意在法官主持下调
解，法官先对二被告进行释法：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已达报废标准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由
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
院应予支持。王某群把已经报废的车
辆借给王某使用，应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因二被告对赔偿数额存异议，法
官再通过“背靠背”方式进行协调，最
终使双方对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
由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12000元，并当庭履行完毕。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协办

法法治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