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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委政法委
咸 宁 日 报 社联合主办法治咸宁

春节期间，通山县公安部门抽调精干警力组成巡逻队，对城区重点
部位和治安乱点进行徒步巡逻治安检查，确保当地市民过一个温馨祥
和的佳节。

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通讯员严月华报道: 春节期
间，全市公安机关坚持“三严”，重拳出击，打
防结合，扎实开展各项安保维稳工作，维护
了节期平安。

春节期间，全市共投入警力10000余
人次，处置110有效警情1775起（其中刑事
案件120起，治安案件372起，火警97起，
交通事故852起）。全市没有发生大规模群
体性事件和极端个人事件、没有发生重特大
刑事案件、没有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没有发生旅行车辆滞留，没有发生公安机关
队伍内部安全问题、没有发生负面舆情炒
作，实现了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严打违法犯罪。强力开展“砺剑”和“打
盗抢、反诈骗、追逃犯、保民安”专项行动，严
打涉黑涉恶、涉枪涉爆、涉黄涉赌涉毒及“两
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打压违法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针对春节期间扒
窃案件十分突出的问题，组织刑侦、治安、内
保、交警、巡警等警种以车站、公交、超市、农
贸市场、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开展
为期一周的反扒专项行动，成功打掉扒窃团
伙30余个，抓获嫌疑人112人。春节期间，
崇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在崇阳皇廷酒
店查获吸毒人员宋浪（男，21岁，家住桃溪

大道180号），查获冰毒2小包以及吸食冰
毒所使用的冰壶1个，目前，该人已被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

严治突出问题。以社会治安“三查三整
治”专项行动为载体，加大对治安重点地区
的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组织容留卖淫、
开设赌场、经营赌博机、吸贩毒品等违法犯
罪活动，成功端掉赌博团伙26个，办理“黄
赌毒”案件22起，刑事拘留14人，行政拘留
52人，为春节期间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
境。

严密巡逻防控。全面启动一级巡控机
制，加强巡逻力量，从过去的五班三运转，增
加到七班四运转，对火车站、汽车站、政府首
脑机关、学校、城区主要街道、路面及易发案
区域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荷枪实弹的全天
候武装巡逻；副市长、公安局长胡甲文亲自带
领市局各警种负责人及巡逻民警走上街面巡
逻一线。市局其他党委成员及部门负责人分
成10个班次，每晚对市区案件多发、防范薄弱
的区域、部位、场所开展全方位、无缝隙、无死
角的网格化巡逻，切实提高街面见警率。春
节期间，共出动巡逻警力2000人次，警车
1000台次，盘查可疑人员523余人、可疑车
辆57台，帮扶求助群众200余人次。

我市公安机关“三严”保节期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
道：2 月 15 日，市中院召开
2016年纪律作风教育整训活动
动员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省委
政法工作会议、咸宁市委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会
议精神，并对教育整训活动作
出安排部署。

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刘
太平就抓好教育整训活动强
调，一要收起过节之心。春节
长假已结束，两级法院干警要
收心、提神、鼓劲，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抓紧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和上级法院的决策部
署，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营造只争朝夕的工作氛
围。二要绷紧纪律之弦。要
通过集中开展纪律作风教育
整训活动，着力解决全市法院
队伍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强化党性意识、大局
意识、宗旨意识，始终绷紧正
风肃纪这根弦。三要担起主

体之责。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是政治责任，院领导和各
部门负责人、各支部书记要切
实履行“一岗双责”，以更加清
醒的头脑、更加坚决的行动，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层层传
导压力，压实责任体系，将全
面从严治党和司法责任制的有
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四要体
现严实之风。院领导要发挥示
范和带头作用，做好表率，把严
与实的要求贯穿始终。要深入
到分管部门和所在支部参加学
习，加强指导，帮助分析问题，
查找不足。五要制定整改之
策。每位干警要进行对照检
查，撰写纪律作风自查报告，制
定整改计划。各部门对存在的
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
完善的措施。要认真谋划新一
年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
2016年工作要点。

此次教育整训活动为期一
周，以“尊崇党章，贯彻《准则》
《条例》，整顿纪律作风”为主
题，按照学习教育、提高认识，
查摆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措
施、整改提高三个阶段进行。

市中院召开纪律作风教育整训动员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吴学才报
道：1月10日，省司法厅《基层
天地》出版专刊，全面宣传和
推广咸宁市人民调解工作经
验。

专刊全文刊登了《咸宁市实
施<湖北省人民调解规定>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及其起草
情况的说明，将《办法》定性为

“全国全省颁布的首个关于人民
调解工作的地市级政府规章”。
认为《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咸宁市人民调解法治化建设迈
出了新的一步，对于加强人民调
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
会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市进
程，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将在全省乃至全国起到示范

引领作用。
专刊还详细介绍了咸宁市

召开县级人民调解中心建设现
场推进会的相关情况，全文刊登
了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
树林的讲话和崇阳县县长杭莺
的经验交流发言，大力推广崇阳
县人民调解管理扁平化、舆情信
息化、工作系统化的新举措。认
为崇阳县以调解中心为平台，通
过创新县综治办维稳办主导、司
法局承办、矛盾纠纷易发多发行
业主管部门参与的“1+1+X”工
作模式，整合基层维稳资源，实
现了基层维稳资源共有、维稳工
作共担、维稳成果共享，符合咸
宁实际，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可
行经验。

省司法厅宣传推广咸宁调解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杜莉红报
道:2月15日，市司法局召开中
层以上干部会议，集中传达学
习市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工作会议精神，更进一步
强化从严治党意识，更进一步
绷紧纪律之弦，扛起责任之实。

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平强
调，要把党建工作作为最大的
政绩，关键在明责、履责、追责，
要强化责任意识，时刻把纪律

挺在前面，时刻有被问责的危
机，严格遵规守矩，决不能抱侥
幸心理，决不能越雷池半步。
要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市司法
局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实施办
法》，明确抓什么、怎么抓、如何
问责等，将主体责任层层压实，
将监督责任细化落实，不断提
升从严管党治党水平，为推动
司法行政工作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市司法局集中学习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陈继井报
道:2月 4日，通山县人民法院
举行离退休老干部迎春座谈
会。20余名离退休的老干部们
欢聚一堂，共谋法院建设发展。

座谈会上，院长赵志刚首
先介绍了县法院2015年工作成

绩和亮点，并就2016年工作设
想向老干部征求意见建议。老
干部们畅所欲言，对法院各项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
价，表示愿意发挥余热，为法院
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通山法院举行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阮兰琦
报道:2月 4日，通山县人民法
院召开2015年度总结表彰暨
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重点

总结 2015 年法院工作、人民
陪审员工作亮点，分析存在问
题，并安排部署 2016 年度工
作。

通山法院召开年度表彰会

2015年，我市以建设职能科学、权
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
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目标，自觉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政府各
项工作，努力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以法治凝聚改革共
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
障社会和谐。

2016年，我市将以“五个一”为抓

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一是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一次法治政府建设，制定《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方案》，印发《2016年度依法行
政工作要点》，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年度
重点工作。二是举办一期乡镇政府和
市政府部门负责人《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专题培训班，提高政府及其部
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

力。三是由政府法制办牵头，对全市
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一次严格清理，全
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
管理制度。四是评选表彰一批“依法
行政示范单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带动作用。五是在市政府法制办加挂
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牌子，组织一
次行政执法卷宗评查活动，推动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强化法制建设 建设法治政府
赤壁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朝曙

2015年，我县牢牢抓住“四大环
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着力打造法
治政府，为“五个崇阳”建设提供了强
力保障。第一，坚持“三个加强”，夯实
基层基础。一是加强队伍素质建设;
二是加强执法考评考查;三是加强执
法责任追究。第二，狠抓“三个着力”，
推进依法治理。一是着力强化科学决
策;二是着力推动简政放权;三是着力

清理行政权力。第三，落实“三个规
范”，提升执法质效。一是规范执法资
格管理;二是规范自由裁量权;三是规
范行政执法流程。第四,注重“三个突
出”，实施全程监督。一是突出监督防
控;二是突出监督调处;三是突出监督
纠错。

2016年，我县将认真落实《法治
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在“三个普遍”上下功夫：一是县、
乡两级政府与县政府部门普遍推行法
制机构人员为主体的专、兼职法律顾
问制度；二是县政府部门普遍设立法
制机构，法制机构负责人列席部门领
导班子会议；三是行政执法部门普遍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推行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

紧扣“四大环节” 强化依法行政
崇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杭莺

2015年12月，我局被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联合授予“全
国国土资源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一是厚植法治理念，营造了国土
资源法治环境。多次邀请法律专家开
展法律知识讲座，同时，将学法纳入年
度业绩考核内容，有效强化了干部职
工法治理念。二是创新执法机制，强
化了国土资源监察执法。落实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坚持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三是加强制度建
设，规范了国土资源决策行为。建立
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统一登记、统一
编号、统一发布即“三统一”等制度，确
保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四是依法办理
信访，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015年依法办理201件信访案件，化
解了一批集体访、越级访，保障了来访

群众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2016年，我局将认真落实《法治政
府建设实施纲要》，制定依法行政工作
要点，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
动，同县（市、区）国土资源局签订依法
行政目标责任书，全面推进法治国土
建设，为我市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
设国际生态城市作出新贡献！

规范行政作为 提速行政效能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严新道

2015年，市农业局接受省农业厅
农业综合执法抽检4次，农业部抽检2
次，合格率均为100%，位居全省第一；
近三年全市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农资质
量事故，全市推进农业综合执法、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得到省人大领导
批示肯定。一是坚持决策科学化、程
序规范化、政务公开化、问责制度化，
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二是坚持依法行

政工作一律由“一把手”亲自抓;干部
职工年度学法成绩不合格或不参加学
法考试者一律不得评先评优;在安排
农业科技下乡活动时一律与送法结合
起来;重大决策事项出台前一律先请
法律顾问把关;局系统规范性文件出
台一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

2016年，我局将认真贯彻执行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突
出依法行政主题不动摇，强化执法检
查不放松。着力加强农业系统行政执
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执法队伍
法律素质，着力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
为；充实法制机构力量，严格执行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努力提
高全局依法行政能力，开创农业依法
行政工作新局面。

坚持“四化五律” 推进依法行政
咸宁市农业局局长 石玉华

本报讯 香城都市报记者镇强、
通讯员陆秋良、葛盈盈报道:2月16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在市政
府四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讲话，专
题就今年法治政府建设作出10项重
点工作安排。

这10项重点工作分别为：继续
推行下级政府行政首长和政府部
门主要负责人在市、县政府全体会

议上报告依法行政工作的有关情
况；建立政府规章和地方法规、政
府提案起草制度，充分发挥政府立
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推动作
用；提高依法行政考核在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考核、政府绩效考核中
的权重，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的“倒
逼”机制；在全市继续开展“依法行
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评选一批

“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加强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各县（市、区）政府法
制办普遍加挂行政执法监督局牌
子，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贯彻落实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市、县
两级政府及其部门普遍建立法律
顾问制度；推动政府部门建立法制
机构负责人列席部门领导班子会
议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制度；加大行政执法性文件
备案审查力度；对政府工作部门负
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通报；规范
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管
理，市、县两级政府向社会公告行
政执法主体。

会上，赤壁市政府、崇阳县政府、
市国土资源局、市农业局4家单位作
了2015年度依法行政报告。

我市确定今年法治政府建设10项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