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报道：近日,
通城县委通报表彰2015年度目标责任
综合考核先进单位，通城县检察院获评

“全县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先
进单位”、“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
安建设优胜单位”等5项荣誉称号。

通城检察院5项工作获县委表彰 本报讯 通讯员张姝、余霞报道：3
月24日，嘉鱼新街社区人头攒动，由县
司法局组织的十余名法律服务志愿者们
正在这里“坐诊”，为当地群众解答各种
法律上的“疑难杂症”。

活动期间，部分党员义工还和社区
干部一起为福利院的老人们送去了日常
生活用品，还为行动不方便的老人们免
费理发。

嘉鱼党员义工进社区开展法律服务

市司法局以“学查改”深入宣贯《准则》《条例》
本报讯 通讯员谭鄂春报道：近

日，市司法局党委在全局机关启动了
“学精神、查问题、改作风”集中教育活
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进一步增强全体党员的

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真正把党的纪律记
在脑中、印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切实
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为全市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张恒报道:3月16
日、20日上午，温泉公安分局双鹤派出
所在日间巡逻过程中听到有人燃放鞭
炮，便及时出警，分别在黄畈村三组入
口菜场位置及黄畈村四组周家新巷位

置找到燃放地并及时进行制止。
并对燃放鞭炮行为人潘某（男，黄

畈村三组人）和镇某（男，黄畈村四组
人），作出罚款200元行政处罚，并将此
情况通报所辖的双鹤村委会。

双鹤派出所对两名放鞭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

张超荣获“省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陆秋良报道:近

日，我市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超，被
湖北省总工会、湖北省司法厅、湖北省
律师协会授予“第三届湖北省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称号。

自执业以来，张超律师关心关注弱

势群众，维护职工权益，维护法律和社
会正义，面对困难永不言弃,每年办理
多起法律援助案件，积极投身维护职工
权益的社会公益活动,有效地维护了职
工等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

黄沙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举行读书会
本报讯 通讯员卢江、孟颖报道:3

月23日，通山县黄沙铺镇司法所组织24
名社区服刑人员，到已故省离休老干部

楷模李振洲生前绿化荒山之地大幕山开
展植树劳动，并在休息时举行读书会，使
社区服刑人员受到了一次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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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天，李某向某区卫生部门举
报，声称自己因吃了张某面馆的面条，引发
食物中毒，患了急性肠胃炎。办案人员赵
某接到举报后，独自一人来到张某的面馆，
不由分说便对张某做出罚款100元的处罚
决定。张某辩解说：“我面馆销售的是百年
老字号面条，你凭什么罚款？”赵某教训说：

“你卖的面条造成其他人中毒，你还敢抵
赖？”于是立即将罚款增加到200元。张某
只好缴纳罚款200元，赵某将罚款往口袋
一放就走人，张某只得自认倒霉。

本案中，赵某违背了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有多处违法行为：①、赵某一人执
法，也未出示执法证件；②、单凭举报，未
经调查，处罚没有事实证据；③、未告知
行政相对人张某处罚事由，也未告知其

权利救济途径；④、未保障张某的陈述和
申辩权利；⑤、恣意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做
出处罚决定，并当场收缴罚款，违反罚款
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赵某偏听
偏信，单凭一张嘴，说罚多少，就是多少，
处罚随意，有失公正。

笔者认为，严肃执法程序，除了使得
实体结果的公正得到保障和实施之外，
还对于改善行政执法活动提高行政执法
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是保障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
行政诉讼法要求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合
法,明确地把违反法定程序列入行政诉
讼的可诉范围。行政处罚法也对违反法
定程序的处罚行为作了规定:“违反法定
程序的处罚无效”(第 3 条第 2 款)。现实

中，没有按照行政执法程序执法的行为
造成的后果便是执法不公或是行政相对
人的怨声载道。

二是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行政相对人的多数权益是通过行
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来实现的。比
如，实施行政处罚行为时，应有两名执法
人员，并出示证件，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
述和申辩，并且执法人员应该及时告知
行政相对人寻求救济的途径。

三是提高执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行
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比较弱，这
就造成两者在地位上的不平等状态。行
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程序执
法，防止武断和专横，避免错误发生，以
提高执法效率。

四是使得执法人员安全地行使其职
权，避免工作失误。严格按程序执法保
障的不仅仅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保护伞”。同时，
对行政执法人员也是一种保护。

行政执法程序公正是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的重要标志，也是防止执法腐败的
运行机制。坚持“程序本位理念”，使得
执法人员充分认识到要实现执法公正必
须严格依程序，充分认识到程序对于行
政执法的重要性。

严格执法程序是公正执法的保障
市法制办 章雪梅

3月25日, 市委政法委机关党
支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联系村通城
县塘湖镇望湖村开展了“高山植树
造林，田间锄草劳动，学习扶贫知
识，提高党性修养”为主题的“主题
党日+”活动。

上午，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熊承
鹄带领该委党员干部们在望湖村新
修公路旁栽种樱花树苗50棵。下
午，来到村油茶基地为油茶苗锄
草。期间，大家按照技术要领，认真

劳动。
最后，党员干部们在村委会二楼

会议室举办专题研讨活动，听取市综
治办副主任程朝阳讲授精准扶贫知
识及帮助望湖村脱贫的规划与实施
情况介绍，深受听课人员赞扬。

市委政法委机关党支部

深入联系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图/文 通讯员 黎江 鄢洁 陆秋良

3月30日，市综治办联合市人保财险公司组织召开社
会治安保险工作推进会，总结表彰先进，部署措施推进
2016年全市各县市区农村社会治安保险乡镇覆盖率。

通讯员 陆秋良 摄

市综治办召开社会治安保险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通讯员谢克报道:3月25日，市检察院与市银
监分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召开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快速
查询、冻结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市院检察长罗继洲、市银监
分局副局长徐中出席会议，市院副检察长成才文主持会议。

罗继洲检察长指出，市检察院与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建立快速查询、冻结工作机制，依法规范查询流程和文书审
批工作，有利于加强沟通联系，增强打击犯罪合力。

市银监分局副局长徐中表示，市银监分局和市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将成立工作专班，明确职责，按照实施方案要
求，积极配合做好快速查询、冻结工作机制的落实工作。

市检察院与金融机构建立互动工作机制

市交警支队强化清明节路面管控
本报讯 通讯员姜庚星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出台方案，要求紧紧围绕“防事故、保安全”这个中心，科学
研判，提早部署，全力以赴为广大群众清明祭扫、踏青创造
良好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方案要求，一是要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入到重点路段、重
点时段，加强对自驾车流、公路客流集中的高速公路、国省
道以及旅游景区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和巡逻管控。二是要
统筹整合社会资源，不断巩固和完善“政府领导、部门负责、
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加
大对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的检查力度，坚决查处“三超一疲
劳”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节日稳定安全。三是城区要
持续开展酒后驾驶、超员、超速等专项整治行动。

全省公安纪检宣传教育工作片会在咸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曾萍、王笃贵报道：3月23日，全省公

安纪检宣传教育工作部署片会在咸宁召开。参加咸宁片会
的有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公安纪检部门领导及
民警。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张玮林、党风室主任叶火平、副
处级纪检员李秀成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观看了公安部警示教育片《警钟（一）》，传达
学习了中央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关于2015年度优秀警示
教育片的情况通报》、全国公安纪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通报了全省公安机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考核情况。

会上，各地纪委书记就如何做好本地公安纪检宣传教
育工作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会议要求各地公安纪检部门共同努力，以创新的思路、
务实的作风，推动公安纪检宣教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3月17日，通山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孟某甲（男，41岁，通山黄沙铺镇蓝田村
人），成功破获一起重大入室盗窃案，受害
人王某被盗的5万元现金被悉数追回。
这是该局正在开展的打击整治“黑恶枪、
盗抢骗、毒赌黄、扒砸网”等违法犯罪“春
雷行动”中取得的一例重大战果。24日，
孟某甲已被警方依法提请逮捕。

5万礼金不翼而飞

2月15日晚（农历正月初八），通山黄
沙铺镇蓝田村村民王某（女，25岁）像往
常一样打开二楼新婚卧室的床头柜，突然
发现码放在里面的八扎新婚彩礼现金只
剩下三扎，整整少了五万元。为啥8万只
丢5万？王某全家陷入迷茫中，看来只有
报警了。17日，无奈的王某拿起电话拨
通了通山县公安局110报警电话。

初步确定为熟人作案

春节刚过就发生重大盗窃案，通山县
公安局闻警而动，立即指令辖区黄沙派出
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随后又指令刑侦大
队前往勘查现场协同破案。民警通过现
场勘查和询问了解，初步判断：嫌疑人身
材瘦小，应为附近村庄熟人作案。随后，
民警在案发现场和村庄周围展开了走访
调查和摸底排查工作。

锁定犯罪嫌疑人

3月1日，通山县公安局部署开展为
期半年的“春雷”打击整治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明确要求严打“盗抢骗”，破获一批
大要案件，并将“2·15”黄沙铺镇入室盗
窃案列为重点案件开展侦破攻坚。

在新一轮更加细致的调查走访中，

一位村民反映，本村村民孟某甲最近离
开了村子不知去向，他平时“手脚不太干
净”。得此信息后，民警再次对失主王某
进行询问，请王某回忆被盗当天是否有
异常情况发生。王某突然记起，2月15
日上午，王某全家在附近亲戚家喝喜酒
时，平时见人不打招呼的孟某甲突然问
了其丈夫孟某乙的去向。随后，民警对
孟某甲的身份特征、经济收入等情况进
行了全面调查。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孟某甲2月18
日申领了一张新银行卡，并存入了48000
元钱。通过继续深入侦查，通山警方最终
锁定孟某甲为该案犯罪嫌疑人。

嫌犯落网真相大白

孟某甲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开始
辩称捡到5万元钱，在大量充分的证据面

前，他最终如实供述了其盗窃作案的犯罪
事实。

1月17日（农历2015年腊月十八），
孟某甲看到平日较为富裕的孟某乙与王
某新婚，猜定王某新房内应存有嫁妆彩
礼，欲寻机会下手。2月15日上午，孟某
甲看到王某家大门紧锁，王某的公公婆婆
在别处打麻将，后碰到王某在一附近亲戚
家喝喜酒，便问王某丈夫孟某乙的去向。
得知王某家中无人，孟某甲便独自绕至王
某房屋后院翻墙进入，推开一楼未锁后门
后上到二楼，再从王某卧室旁卫生间小窗
户翻入王某卧室实施盗窃。孟某甲还供
述，其发现床头柜内8万块钱后，出于不
忍心只偷走5万。

3月24日，孟某甲被依法提请批准逮
捕。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肖斌）

通山警方“春雷”行动擒获一窃贼
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5万元

我市出台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本报讯 通讯员黎红星、肖耀华报道：近日，市人民政

府出台《咸宁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进一步规范
政府法律顾问选聘、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规则》明确，市政府设立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室与
人民政府法制办合署办公，负责指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政
府各职能部门的法律顾问工作。

《规则》明确，政府法律顾问应履行七个方面职责：对人
民政府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或法律风险评估；参与政府立法
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对人民政府重大具体行政行为
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人民政府重大民商事行为进行合法性审
查或提供法律咨询、论证意见；代理本级人民政府参加诉讼
（仲裁）活动和处理非诉讼纠纷；研究法治政府建设重大问题，
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承办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涉法事务。

3月31日，市司法局组织律师到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开展法律服务活动。活动中，解答了法律疑问，法律服务
工作人员现场与园区负责人签定了纠纷矛盾义务调处协
议。同时，将定期协助园区开展“依法治区”、“依法治企”
等服务。 通讯员 李文燕 陆秋良 沈一鸣 摄

市司法局开展“法律服务进园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