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２ 电话中继线:８４７７２２８８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２０１７０１０６号 零售:每份壹元肆角 昨日本报(北京版)开印时间０３时００分 印完时间０４时２０分 印刷质量服务热线：（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５５　举报电话：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６１　邮箱：fzrb_jw@１２６.com

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张亮 郭文青 校对：郭海鹏 电子信箱：zhengfazongzhi@１２６.com

　　本报讯 记者张晨 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了《关于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共7个部分18条，对人民法院服务

保障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党

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

眼未来、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最

高法结合工作实际，在总结提炼近年来人

民法院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区域协

调发展相关实践经验基础上，经深入中部

地区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制定了该

《意见》。

　　《意见》紧紧围绕中央部署，提出有针

对性的司法保障举措，强调人民法院服务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的6个着力点，分别

是：着力加强对种源种业、先进制造业、新

兴产业等领域及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保障创新发展。着力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保障协调发

展。着力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强化长

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生态共保联治，保障绿

色发展。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服务内陆高水平开放，保障开放发

展。着力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推动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保障共享发展。

着力完善中部地区法院联动协作机制，推

动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发展。通过有针对

性的举措，有效增强人民法院特别是中部

地区各级法院服务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精准性协同性，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同时，立足区域功能定位，精

准对接中部地区司法需求。《意见》根据中

部地区功能定位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司

法举措。围绕巩固“粮食生产基地”地位，强

调重点加强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方法和植

物新品种权司法保护；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加大违法占用耕地案件审判执

行力度，促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依法

治理，严惩重要农产品走私、制售伪劣农资

等犯罪。围绕巩固“能源原材料基地”地位，

强调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创新的司法保

护力度，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传统产业

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围绕巩固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地位，

强调加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司法保护；引导金融

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围绕巩固“综合交

通运输枢纽”地位，强调加强涉通道工程、

仓储物流等案件审理，加强对中欧班列、陆

海新通道、综合保税区等相关法律问题研

究，服务中部地区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意见》健全联动协作机

制，以司法协同服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强调

要健全中部地区司法联动协作机制，充分发

挥最高法巡回法庭协调指导作用，及时分析

研判重大司法事项和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积

极推动区域司法服务一体化，促进跨域立案

服务、执行信息共享、失信联合惩戒、涉诉信

访会商。《意见》还强调，中部地区法院要深度

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加强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法院与其他沿长江法院工作协调，共同服

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山西、河南法院深

度参与黄河流域司法协作，更好服务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此外，《意见》还对助力中部地区生态修

复和污染防治、协同推进社会综合治理、加强

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意见

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报北京12月27日讯 记者董凡超 为

巩固拓展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

成果，大力宣传公安先进典型事迹，弘扬公安

英模精神，第五期全国“公安楷模”发布活动

27日举行，主题为“公安心向党 护航新征

程”，11名先进个人和3个优秀集体获选。

　　此次发布的“公安楷模”分别是：福建省公

安厅党委原委员、福州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

局长潘东升，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蒲黄榆派

出所原社区民警刘安，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公

安局原军弄乡派出所所长张从顺和临沧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原民警张子权父子，河北省唐山

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刑事侦查大

队原民警汤宝俊，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石碣分

局石碣派出所原民警黎伟标，重庆市武隆区公

安局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罗旦华，陕西省西安

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王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公安局技术侦察

支队政委依明江·吐来克，公安部物证鉴定中

心法医物证技术处处长刘开会，北京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五大队执勤三队二级高级

警长柳永清，南昌铁路公安局福州公安处福

州车站派出所综合大队大队长杨仁德，以及浙

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上海市反电信

网络诈骗中心，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

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

　　当选本期全国“公安楷模”的11名先进个

人和3个优秀集体，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扎根

一线、恪尽职守，不怕牺牲、顽强拼搏，充分展

现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

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是全国公安队伍中

的优秀代表，是广大公安民警的学习楷模，将

进一步激励广大公安民警以更强烈的政治担

当、使命担当、责任担当，推动公安工作高质

量发展，努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

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出席发布活动。

公安部发布第五期全国“公安楷模”

　　本报北京12月27日讯 记者张昊 今

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面推进巡回检察

工作 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新闻发布会，

发布《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以下

简称《工作规定》）。《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和

规范了监狱、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内容、方法

和程序等。

　　《工作规定》明确了巡回检察具有双重目

的和任务。一方面，设定对监狱、看守所的检

察重点和组织层级，通过检察发现监管执法

活动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督促整改，促进监狱、

看守所提升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水平，保障

国家法律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正确实

施。另一方面，设定对派驻检察工作的检查内

容和有关要求，更加注重刀刃向内，主动检验

和审视派驻检察履职是否到位，推动派驻检

察作用有效发挥。

　　《工作规定》对常规、专门、机动和交叉

四种巡回检察方式在组织主体、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和开展频次等方面作出更高规定

和要求。同时，对巡回检察工作进行了时序

性、全景式规定，包括巡前培训、信息收集、

方法运用等。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春雷说，最

高检发布《工作规定》，是从全面贯彻中央要

求、深化检察制度改革的高度出发，强化对刑

事执行和监管执法的检察监督，巩固深化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发布会上，最高检通报了自巡回检察

制度改革以来检察机关开展巡回检察工作

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全国检察

机关共开展监狱巡回检察3856次，共发现

监狱问题30253个，提出书面检察建议4159

个，提出纠正违法3105个，已监督纠正26653

个；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682个，已立案

查办职务犯罪138人；发现派驻检察存在的

问题1062个。

　　今年4月至10月，最高检在20个省（区、

市）部署开展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工作，共

发现看守所存在的问题4230个，发出纠正

违法通知书565份，检察建议书335份；发现

职务犯罪和违法违纪线索62件，已立案侦

查4件6人，移送纪委监委线索25件；发现罪

犯又犯罪线索两件；发现派驻检察存在的

问题763个。

　　杨春雷说，3年多的巡回检察工作实践，

得到了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

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步，各级检察机

关将强化对《工作规定》的贯彻执行，进一步

凝聚巡回检察工作的司法共识，推动监督与

办案的深度融合。

　　另据发布会透露，最高检将从2022年1月

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看守所巡回检察。

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

健全刑事执行检察制度体系顶层设计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进一

步严格“两客一危”重点车辆登记，强化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考试监督管理……12月27日，

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机动车登记规

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3个部门规章

新制修订情况。

　　发布会介绍，此次制修订的3个部门规章

进一步完善了机动车登记、驾驶人管理和交

通违法记分制度，健全了车辆和驾驶人安全

准入机制，严密交通管理执法监督制度。

再推9项措施惠民生促发展

　　新制修订的部门规章对公安部近年来已

推出的69项交管改革措施予以固化，推进改

革成果制度化、法治化。同时，回应群众新要

求新期待，再推出9项便民利企新措施，办实

事、惠民生、促发展。

　　推出3项便利车辆登记新措施。一是推行

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对小微型非营运载

客汽车在出厂时查验车辆，生产企业与公安

交管部门共享车辆信息，群众办理注册登记

时免予交验机动车。积极推行互联网登记服

务新模式，实现网上售车、网上选号、网上登

记，便利群众快捷上牌，助力汽车行业发展。

二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

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

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

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三是推行车辆信

息变更“跨省通办”。对变更货车加装尾板、残

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小客车加装行李架

等情形，群众可以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办理，无

需返回登记地验车。

　　推出4项便利驾考领证新措施。一是推行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对在

户籍地以外申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

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考”，无需再

提交居住证明。二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跨省

可办”。对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被注销不

满两年的，申请人可以向全国任一地申请参

加科目一考试，恢复驾驶资格，更好满足群众

异地考试换证需求。三是优化驾驶证考试内

容和项目。对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增

驾小型汽车，或者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增驾其

他类型摩托车的，只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优

化考试程序。四是新增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

型。新增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允许驾驶

小型汽车列车，更好满足群众驾驶房车出游

需求，促进房车旅游新业态发展。

　　推出两项减证便民服务新措施。一是推

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实行申请资料电

子化采集、档案电子化管理，机动车转籍、驾

驶人考试等信息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

理“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二是推行部门

信息联网共享核查。与税务、银保监、交通运

输、医疗机构等部门信息联网，共享车购税、

交强险、营运资质、体检等信息，群众办理业

务时免予提交相关证明凭证。

严格重点车辆驾驶人管理

　　此次制修订部门规章，突出重点管理，突

出隐患治理，进一步严格“两客一危”等重点

车辆及驾驶人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预防道路

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是

严格“两客一危”重点车辆管理。严格登记审

查，对登记使用性质为危险货物运输、公路客

运、旅游客运车辆的，公安交管部门与交通运

输部门联网核查运输资质，加强部门协同，严

格规范管理。严格嫌疑调查，对机动车登记发

现车辆涉嫌非法生产、拼装、改装、被盗抢骗

等嫌疑的，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调查程序，严格

追究违法违规责任。二是严格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人管理。严格申请条件，将禁驾大中型客

货车的情形由三种增加到七种，新增对有毒

驾、再次酒驾、危险驾驶构成犯罪等人员，禁

止申请增驾。严格满分学习，对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人记满12分的，严格满分学习和考试要

求，增加学习时间，提高考试难度，加强重点

管理。

完善道路交通违法记分制度

　　为更好发挥交通违法记分教育引导作

用，此次单独制定新的部门规章《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坚持宽严相济，

强化教育引导，对记分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

调整和完善，促进提升驾驶人安全文明意识。

一是推行学法减分措施。对参加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且经考试合格，

或者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公益

活动，符合扣减记分条件的，可以从已累积记

分中扣减记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扣减6

分。学法减分将坚持公开透明、程序公正、严

格监督，实现记分管理与教育引导相结合。二

是优化调整记分分值。在保持对酒后驾驶、交

通肇事致人伤亡后逃逸、使用伪造变造牌证

等严重妨碍交通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管理力

度的前提下，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分值，删除了驾车未放置检验标志、保险标志

等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三是调整满分学习考

试制度。严格多次记满12分驾驶人学习和考

试，对一个记分周期内多次记满12分的，延长

学习时间，增加学习内容，增加考试科目，对

多次违法驾驶人加强教育管理。此外，对于交

通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给予警告处罚的，免予

记分。

健全交通管理执法监督制度

　　此次制修订部门规章围绕巩固提升公安

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全面从严治警，完善

执法监督机制，提升公安交管执法规范化水

平。一是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公安交管部门及

其民警辅警应当接受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督

察部门监督，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建设公安

交管业务监管中心，健全监管制度，完善监管

方式，及时查处整改违规问题，推进执法规范

化建设。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广应用全

国统一的公安交管业务监管系统，加强对交

管业务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监督，对违规

异常问题及时预警、及时核查、及时处置。三

是严格违规责任追究。对发现民警辅警和工

作人员违规办理机动车登记、参与驾驶人考

试作弊、参与买分卖分等问题的，严格按照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有关规定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保证3个部门规章顺利实施，公安部将

加强组织部署，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织修订

配套工作规范和技术标准，指导各地公安交

管部门做好信息系统升级、硬件设施改造、制

度流程调整、政策宣贯培训等实施准备，加强

监督检查，抓好贯彻落实，确保精准落地、严

格实施、取得实效。

　　据介绍，《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

法》将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机动车登记

规定》将自2022年5月1日起实施。

　　本报北京12月27日讯  

公安部制修订3个部门规章

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深化改革惠民利企

　　本报讯 记者周宵鹏

通讯员池瑶 近年来，河北

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推进检调对接，加强预防

和化解社会矛盾。

  创新工作机制，引入诉

前调解制度，搭建平等交

流、定分止争平台，促使双

方当事人在消除诉争的基

础上达成和解；多方联动，

深化协作，与法院组织对

接，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和

量刑建议采纳机制，提高

调解工作效率；强化检察

干警化解矛盾技能培训，

确保检调对接工作落实，

锻炼提高检察干警询问、

讯问及约谈、接待等方面

技巧，全面提升调解工作

技能；将刑事和解案件量

纳入检察官业绩评估体系，

激发调解积极性，促使检察

官主动调解，跟踪落实调解

协议履行，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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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福建森林消防总队龙岩支队快速反应分队紧贴实战救援任务，在小池镇何家坡

水库开展水域救援训练。图为指战员驾驶冲锋舟编队飞速驶向救援地域。

本报通讯员 童鹏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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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风险：打造共治共享格局

　　像绝大部分派出所一样，长期以来，两

路所的非警务类110警情占比达4成，尤其

是矛盾纠纷琐碎复杂且涉及专业法律知

识，让值班民警不堪重负。两路所决定碰一

碰这个硬茬。

　　2016年，两路所率先提出购买社会

服务 ，与司法局合作探索“3 6 5 律警在

线”，引入执业律师进驻派出所，推动矛

盾纠纷化解的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提高化解效率的同时，减轻了接处警压

力。矛盾纠纷警情从5年前的每天10多件

下降至当下的3件，效果凸显。这一做法

已经在全市推广。

　　两路所辖区酒吧、KTV等娱乐场所很

多，极易产生治安问题，但是近5年，这里从

未发生一起打架斗殴事件。

　　这得益于派出所主动联合文旅委与娱

乐场所“约法三章”：18岁以下严禁入内、凌

晨两点必须停业、安保措施必须配齐。违反

规定，立即停业整顿，如此形成强大威慑，

消除一批隐患。

　　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直是基层

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老大难问题。2 0 1 9

年，两路所联合司法局、警察学院在派出

所设立“青少年关爱驿站”，在监护人授

权下，对“问题青少年”代为履行10天的

监护职责。

　　在这里，他们观看警示片，接受教育辅

导。如今23名问题青少年从这里走出，回归

正常生活。

　　基层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单打独斗

不可能形成广泛效果，在加强内部挖潜

的基础上，他们尽可能地发动联合相关

部门形成强大合力，同时遇事不推不脱，

主动为其他部门分忧解难，良性互动已

经形成。

服务群众：暖在老百姓的心里

　　多年来，就像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一样，

两路派出所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中间。在两

路街道，流传着很多关于警民鱼水情深的

故事。

　　20余年前，辖区一居民停薪留职去外

地创业后失联，家属在2011年向法院申请

宣告其死亡。2020年，此人在外地被救助后

返回重庆，但家人拒不赡养。

　　得知此事后，两路所通过调取原单位

档案核实情况，为其重新落户，并协调居委

会落实住所，协调原单位按政策落实待遇，

让其安享晚年。

　　“群众的信任是我们工作的巨大动

力。”曾淑俊常说。

　　前段时间，渝北中学建校70周年评选

十大人物，双北街社区警务室辅警吕勇的

名字赫然在列，这是对他多年来扎根社区，

对孩子们关爱和守护的最好印证。

　　匠心育警、固本强基、久久为功。两路

所多年来持之以恒夯实基层社会治理

根基。

  “两路所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就是依

靠一支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十年如一

日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百姓，初心不

变。只要扭住每一项工作持续推进落实不

松劲，把一件件普通的事情做到极致，就会

产生不平凡的业绩。”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邹东

升说。

深圳坪山区开展禁毒志愿者培训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力量在禁

毒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日前，广东省深圳市坪

山区禁毒办举行2021年度禁毒志愿者队伍表

彰暨禁毒志愿者专业技能培训活动。活动中，

坪山区禁毒办有关负责人宣读对10名禁毒先

锋志愿者和3支优秀禁毒志愿者队伍的表彰

决定。随后，坪山区禁毒办组织禁毒社工，开

展禁毒志愿者专业技能培训活动，通过讲解

禁毒知识和禁毒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

禁毒志愿者的禁毒工作能力、团队管理能力

和活动策划水平，为禁毒工作开展奠定良好

基础。 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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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赵栋梁

             曾莹莹

　　“宁愿我们多等会儿，也

不能让群众等我们。”12月18

日8时许，在滴水成冰的清

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

偿委员会办公室员额法官张

书强准时赶到濮阳市和申请

人约定见面的地方。

　　8时30分许，一位老人

推着一个坐着轮椅的12岁

孩子赶了过来。张书强和同

事赶紧迎上去，“孩子现在状

况如何？”老人含着泪说：“今

天是周末，你们怎么这么早

就来了！”

　　轮椅上的孩子在一次交

通事故中受伤，致一级伤残，

生活不能自理，而被告一直

未履行赔偿义务，孩子家中

欠下大笔治疗费，生活极度

困难。张书强会同濮阳市中

院、清丰法院，将三级法院出

具的司法救助决定书送到老

人手里，并当场为其办理了

领款手续，告知8万元救助金

将很快发放到孩子的专有账

户上。

　　看到老人和孩子充满希

望的眼神，张书强说：“赶紧

给孩子治疗，这事耽误不得。”

　　送走老人，张书强和助理立即奔赴300公

里外的周口市扶沟县来庄村。抵达申请人家

时，申请人的父亲正在门口翘首张望，他的孩

子才14岁，正在上初中，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

伤致残，无力承担后续更换假肢的费用。张书

强问起孩子的住校生活，孩子父亲哽咽着说，

孩子总要慢慢适应的。

　　2021年，河南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再加上

疫情反弹对困难当事人的影响，河南高院党

组决定启动三级法院联动司法救助行动，赔

偿办全体干警都跟张书强一样，利用周末分

组行动，带着救助决定书，连夜出发奔赴全省

各地，尽力为困难当事人送去司法关怀和

温暖。

　　截至12月26日，河南高院在此次联动司

法救助行动中，共办理案件43件，发放司法救

助金150余万元，救助困难群众100余人。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通讯员 俞  晖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群众冷某

在网上反映，其在四川某集团公司遵义分

公司承建的桐梓县某工程被拖欠农民工

工资20.61万元。遵义市信访局接诉即应，

桐梓县信访局迅速落实核查情况。县领导

牵头会商座谈，明确化解措施，督导涉事

公司通过贵州银行向15名农民工兑付了

被拖欠工资。

　　事情圆满解决，冷某在国家信访信息系

统网上满意度评价栏给予高度评价。这是遵

义市用心用情办理群众网上信访事项的一

个例子。

　　近年来，遵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信

访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狠抓

信访制度改革措施落地落实，深入推进“互

联网+信访”有机融合，强化全国信访综合

业务系统应用，先后建设开通了“党政主要

领导互联网群众直通交流台”、“市长信箱”、

手机信访App等信访平台，着力打造网上信

访主渠道，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指尖”轻松

便捷反映诉求，极大方便了群众，降低了群

众信访成本。

　　今年以来，遵义市把办理群众网上信

访事项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

合起来，着力提高网上信访办理质量，坚

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心和温暖。今年1月至10月，全市共

办理群众网上信访事项4795件次，实现网

上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99.94％，按期办结

率100％。

　　下一步，遵义市将进一步推进“互联网+

信访”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阳光

信访”，以让群众“最多访一次”为目标，严格

网上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审核把关，走好网上

群众路线，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目标。

遵义着力提高网上信访办理质量

匠心育警 固本强基 久久为功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