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日，通城县人民检察院17名首次入额检
察官在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军的带领下，身着
统一检察制服，左手持宪法文本，右手举拳，面向鲜
艳的国旗庄严宣誓。 通讯员 吴戈 摄

3月1日上午9点，通山县人民检察院25名员额
检察官，身着统一检察制服，在检察长汪隽的带领
下，面向国旗，手持宪法，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通讯员 王忠辉 摄

3日1日上午九点，咸安区人民检察院31名入
额检察官在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涂纳新带领下，高
举右拳，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通讯员 余青 刘万教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阮建、李多锐报道：2月27日，
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长会议，总结2015年工
作，部署2016年全市检察工作任务。

会议对2016年全市检察工作进行项目化、清单
式部署，明确了6个方面30项具体工作任务。罗继
洲检察长要求，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
检察长会议精神，切实增强信心，坚持高点定位、真
抓实干，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和破解难题、补齐短
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以
依法履职尽责、服务保障大局为主线，不断强化发展
理念、强化法律监督、强化改革创新、强化自身建设，
全面开创全市检察工作新局面。

我市检察长会议

部署今年六方面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谢克报道:近日，市人民检察

院举办为期2天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会议暨侦查业
务培训班，来自市院以及各基层院的16名院领导、
110名侦查业务部门骨干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位业务专
家，分别以《信息化初查》、《互联网大数据收集及应
用技巧》、《对职务犯罪开展信息化侦查的几点思
考》为题，围绕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形势与任务，
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讲解与辅导。

会后干警们纷纷表示，将不断加强信息化侦查技
术学习应用力度，推动全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水平提
质增效。

市检察院

举办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杜小虎、章盼盼报道：近日，从省

人民检察院获悉，嘉鱼县人民检察院荣获2013-2015
年度“省先进基层检察院”称号。

近年来，该院全面落实省院“五个检察”战略部
署，以深化内部整合改革为抓手，大力推进“新型检
察院”建设。各项工作稳中求进，成效明显，先后被
授予全国文明接待室、全省最佳文明单位等荣誉称
号，荣获省委省政府嘉奖一次，连续两年检察工作
综合考评排名全市第一。

嘉鱼检察院

获评“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

咸宁检察风采②

我市首次入额检察官向宪法宣誓
本报讯 通讯员谢克报道:“我宣誓:忠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
定职责……”在3月1日上午举行的咸宁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宪法宣誓仪式上，市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罗继洲带领40位检察官面向国徽
庄严宣誓。

宣誓完毕，罗继洲检察长与全体检察官励
志共勉，强调要坚定信仰，对党绝对忠诚；要坚
守法治，坚持公正司法；要心系人民，坚持严以
用权；要敢于担当，做到履职尽责；要心存敬
畏，守住纪律底线，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据悉，全市检察机关按照省检察院统一部
署，经过公布方案、报名、资格审查、业绩公示、
考试、考核、提出人选、专业审查、决定人选、岗
位承诺、确定定岗等11项程序，确定了首批
185名计入员额检察官,其中市院40名，基层
院145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方全、市委组织
部、市委政法委、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
民监督员共计13人出席参加宣誓仪式，共同
见证了这一神圣而光荣的时刻。

近年来，全市国税系统大力
加强法治国税建设，依法行政、依
法治税水平明显提升。在全省两
届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中，有4
个县局获“法治示范单位”称号，
有2个县局获“法治湖北”建设先
进单位称号。2015年，市局被表
彰为全市“法治单位”。去年11
月，我局作为市直唯一一家代表
单位，接受了全省“六五”普法依
法治理工作检查验收,受到了副
省长曾欣充分肯定。

一、带头尊法学法，提高依法
办事能力。去年来，我先后参加党
组中心组集体学法3次，局务会会
前学法4次，法制专题讲座5次。
记了近万字的学法笔记，撰写了3
篇学法体会文章，分别在有关媒体
和法治网站刊登。并带头参加了
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组织的无纸
化学法用法统一考试，成绩优良。
今年春节上班第二天（正月初八），
市局机关就开展为期3天的春训，
第一课我们就邀请市律师协会会
长朱晓明为我们开讲法治建设课。

二、结合税收工作，加强普法
宣传教育。去年我们联合市地税
局组织开展“多维度看税收”主题
税法宣传月活动。开展税法宣传

进社区、进机关、进工厂、进农村、
进校园等“五进”活动。运用内外
网站、宣传手册、手机短信、培训
辅导等方式宣传普及税法知识。
在办公区、宿舍区、楼道设立法治
文化墙、文化走廊、宣传栏。去
年，全市纳税人学堂共组织开展
纳税人培训 66 期达 7000 多户
次。全年在各类报刊和网站发表
宣传报道类文章300余篇、法治
税务调研文章15篇。

三、强化建制立规，坚持依法
科学决策。2015年，我们结合新
常态下税收工作的需要，出台了
《咸宁市国家税务局工作规则》，
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将减
免税审批、本级财务预算、政府采
购等重要事项纳入决策范围。坚
持实施重大决策事项会前交由政
策法规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制
度。重大行政决策坚持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研究决
定程序。为避免行政决策失误和
执法风险，2015年我局与湖北海
舟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聘请该所
为法律顾问，为全市国税系统在行
政决策、制度建设、重大案件、民事
活动等方面正常履行执法行为保
驾护航。此外，还在法治培训、法
律咨询、化解行政执法风险等方面
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服务。

四、规范执法行为，加大依法
行政力度。向社会公布税务行政
审批事项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作。落实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与税收“黑名单”制度，向社会公
告A级纳税信用和“黑名单”纳税
人。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对

失信纳税人实施联合惩戒。严格
执行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处罚裁
量权实施办法》，按照统一规范的
裁量基准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规
范进户执法，减少干扰，对每户纳
税人除举报、专项检查等特殊原
因外，原则上一年内不得超过一
次。截至2015年底，共取消了30
项进户执法项目。在规范税收执
法行为的同时，我们加大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落实的力度。2015年
全市共4万多户纳税人享受增值
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减免税
6500多万元；有658户纳税人享
受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优惠，减
免税174万元；全市累计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99户，减免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税1912.65万元；落实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企业节
约所得税支出1467.21万元。

五、严格执法监督，强化依法
治理工作。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
任制，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责任
的追究力度，不定期在系统内开
展执法督察和内部审计等工作。
2015年全市税收执法管理系统正
确率始终保持在99.99%，稳居全
省系统前列。不断强化税务稽
查，整顿规范税收秩序，全年共检
查企业纳税人64户，查补入库各
项税收2199.16万元。同时，开展
了“黄金发票”专项检查，有力打
击了利用假发票偷税的违法行
为, 进一步优化了税收法治环境。

推进“法治国税”稳健发展
市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彭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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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公安局开展队伍教育整训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邓醒凡报

道:2月24日上午，赤壁市公安
局召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暨“找教训、正风纪”队伍教
育整训活动动员大会。

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
片；邀请赤壁市纪委常委徐寅

和就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了辅导授
课；部分单位代表作了表态发
言；与部分科所队负责人签订
了《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书》。

本报讯 通讯员李文艺报
道:嘉鱼县“快递哥”在2月14
火场徒手救人的事迹被广为传
颂，先后有数百家中外媒体竞
相报道，一时间，人们对张洋好
评如潮，南嘉民众赞不绝口。

2月 25日，嘉鱼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国光为张洋颁
发“嘉鱼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荣誉证书，对其见义勇为的行为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热情鼓励其
保持荣誉，继续努力，再立新功；
同日，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唐顺
益、省快递协会会长周锦堂专程
赶赴嘉鱼，授予张洋“湖北省优
秀快递员”荣誉称号；目前，湖
南卫视“平民英雄”栏目组正在
嘉鱼跟踪采访其先进事迹。

救火英雄张洋获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嘉法制报
道:2月26日，嘉鱼县人民政府
召开十七届五次全体（扩大）会
议，总结了2015年依法行政工
作,并对2016年依法行政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
纷，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
达诉求，将矛盾纠纷化解纳入
法治化轨道，全面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嘉鱼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孔天应报
道: 3月1日，省综治委委员、商务
厅厅长卢焱群一行，专程到通城县
调研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卢焱群厅长一行先后参观
考察了该县宏锦果蔬冷冻冷链
配送中心、电商创业基地、隽水

镇油坊村三家单位。在油坊村
委会，仔细了解该村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查阅相关记
录、规章制度和档案资料,对该
县城乡一体网格化服务管理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了建议。

省商务厅领导到通城调研综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黎红星报
道: 2月26日，市司法局召开全
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总结“十
二五”时期工作成绩，表彰2015
年度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目标管
理先进单位、“十佳岗位标兵”,
部署2016年工作。

会议指出，2016年要紧紧
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国
内外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
常态，全面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机
制改革和创新，破解发展过程中
的难题，补齐工作短板，全面提
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为统筹推进
小康、创新、绿色、开放、幸福咸
宁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和优质
法律服务。

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

为庆祝“三八”妇女节，3月
2日，崇阳县司法局积极响应崇
阳县妇联号召，组织单位妇女干
部参加由县妇联在浪口村开展

的以“奔跑吧姐妹 爱家乡”为主
题的“庆三八”登燕子垭山健身
活动。

通讯员 肖云 摄

崇阳开展崇阳开展““奔跑吧姐妹奔跑吧姐妹爱家乡爱家乡””活动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储红梅报
道：3月3日，市司法局开展“弘
扬雷锋精神 擦亮法治品牌”党
员志愿者服务活动。

党员志愿者们分别在潜山

“法治文化商业街”、滨河西街
“法治公园道”，对周边环境暴
露垃圾、卫生死角的烟头、纸
屑、果皮、落叶等垃圾废弃物进
行清理和大扫除。

市司法局开展学雷锋活动

3月2日，咸宁市庆“三八”表彰暨“香城泉都‘她
’最美”系列颁奖大会在市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陈荣等10人获评咸
宁市“最美女法官”荣誉称号。

通讯员 佘建兰 摄

我市10名“最美女法官”获表彰

3月2日，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人社局、
市妇联在市会议中心联合举行咸宁市“香城泉都

‘她’最美”系列表彰活动。会上，对崇阳县港口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柳丹等 10 名“最美巾帼调
解员”现场进行了表彰。

通讯员 吴学才 摄

我市表彰10名“最美巾帼调解员”

3 月 3 日上午，河南郑州市
委政法委副书记司久贵，郑州中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广湖等
一行来咸宁中院考察交流。

座谈会上，两地政法系统
就办理大要案等工作进行了交
流。

通讯员 佘建兰 摄

论坛法法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