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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10 月 19
日，全省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座谈会在
西宁召开。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董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全
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分管少年审判工
作的副院长、承担少年审判工作的部
门负责人以及省高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

董开军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省
各级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
和省高院的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依法认真审理涉未成年人案
件，有力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工作。

董开军指出，目前，我省少年审
判工作还存在审判理念滞后、制度不
健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为进一
步推动少年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
首先要坚决克服弱化、虚化少年审判
工作的倾向，坚持立足司法职能和主
动延伸服务并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
涉未成年人案件，充分发挥少年审判
职能作用。其次要依法妥善审理涉
及未成年人抚养、抚育、监护、探视等
各类民事案件，始终坚持“特殊、优先
保护”司法理念和“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原则，全面落实“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总结发扬“寓教于审”“圆桌

审判”等好经验好做法，帮助未成年
犯改过自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董开军强调，要深化少年审判工
作体制机制改革。整合现有未成年人
保护的各类资源，努力推动健全完善
部门联动机制，进一步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司法机关负责、各部门配
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少年司法工
作格局。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工作主
线，立足少年审判职能定位，科学确定
少年审判受案范围。加强对涉未成年
人案件大数据分析，总结试点经验，推
动少年审判工作。切实加强少年法庭

自身建设，推进少年审判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坚持在少年审判工
作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促进未成年人法
治思维养成。

董开军强调，全省法院要进一步
认识做好新时代下少年审判工作的
重要意义，从少年审判工作是人民法
院落实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培养、教
育和保护战略的高度出发，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
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各项决策部
署，切实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综
合保护网络的最后一道屏障。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10 月 20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经国家统计局核定，前三
季度，我省地区生产总值 1921.75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0%，比全国同
期平均水平（6.9%）高0.1个百分点。

据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康玲介
绍，从各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28.68 亿元，增长 4.9%。第二产业增
加值980.80亿元，增长6.0%。第三产
业增加值812.27亿元，增长8.7%。前
三季度我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前三季度，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6.1%，规模以上
工业37个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保持
增长，增长面达 67.6%。我省居民消
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2%，涨幅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 0.3 个百分点。医疗
保健类、居住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交通和通信类、衣着类、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均在上涨行
列，食品烟酒类价格则下降0.4%。接
待国内外游客3130.40万人次，比上年
同期增长 20.3%，实现旅游总收入
347.01亿元，增长22.6%。

本报讯（记者 郭佳）10 月 20 日，
记者从省妇女联合会获悉，“恒爱行
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在我省
实施 11 年来，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我省两万余名孤残、贫困儿童送去了
爱心毛衣。

据悉，10 月 19 日“恒爱行动——
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活动在海
东市平安区举行。活动现场，平安区
各单位、乡镇、社区的爱心妈妈们认领
了 750 公斤毛线，并在现场编制毛
衣。该活动自 2006 年在我省实施以

来，我省接收了恒源祥集团捐赠的爱
心毛线 6500 多公斤，10285 名爱心妈
妈参与其中，为新疆和我省的两万余
名孤残、贫困儿童传递了党和政府及
全社会的关爱。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10月

20 日，马福祥、李春燕、边海涛 3
名律师被聘请为省司法厅法律

顾问。省司法厅厅长苏荣出席

仪式并讲话。苏荣指出，这是司

法行政系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一

项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

要内容，也是提升司法行政法治

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苏荣指出，省司法厅作为政

府主管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职

能部门，要在法律顾问工作落实

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法律顾

问制度是落实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重大举措，对于保障和

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

责，提高执法执业公信力，充分

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等方面

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为提高司法

行政法治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

理局及省司法厅机关各处（室）

及直属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问题

的能力。要主动与法律顾问沟

通，积极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创

造条件。受聘的法律顾问要认

真履职尽责，扎实开展工作，为

提升司法行政法治水平、建设法

治青海贡献智慧和力量。

董开军在全省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的最后屏障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省司法厅
聘请3名法律顾问

前三季度

我省地区生产总值
高出全国0.1个百分点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
显增强。”几天来，通过在人民大
会堂聆听报告、讨论期间反复学
习，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
职委员、公诉科科长、十九大代
表陈永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中，我国民主法治迈出重大步
伐体会越来越深刻。

“作为检察系统的十九大代
表，既肩负着法律监督的重要职
能，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光荣
使命，唯有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
对党忠诚、胸怀大局、敢于担当，
才能不辱使命。”陈永洁说。

陈永洁出身于一个检察官家
庭。从中学时代开始，她就跟随
身为公诉人的父亲，对法庭审理
充满兴趣。在终于如愿成为一名
公诉人后，好学上进的陈永洁迅

速从一名出庭紧张到手心出汗的
新手，成长为我省最年轻的检察
业务专家。有了名气后，陈永洁
不忘初心，拒绝薪酬丰厚的律师
事务所的邀请，选择继续在基层
检察院为检察事业贡献力量。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
障。”陈永洁说，在十九大报告中，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被明确作为
十四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如何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习
总书记说，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
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
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看得出来，为了理解和领悟
报告中有关全面依法治国论述的
精髓，陈永洁下了一番功夫。

“这对我们基层司法工作者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陈永洁说：

“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顺应

群众司法需求，不断提升司法质
量、效率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
司法实践中享受更多改革‘红利’，
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我们工作中万分之一的失
误，对当事人而言就是百分之百
的伤害。”陈永洁始终严格要求自
己,勤学习、苦钻研,不断提高自己
的履职能力。

“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既要有
力度，也要有温度。作为一名优
秀的公诉人，一面需要坚守法律，
另一面也需要将老百姓的困难和
不幸放在自己的心中，努力化解
社会矛盾，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略落到实处。”陈永洁说。

十
九大时光

本报讯（记者 崔宁宁）10 月 20
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学习会，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
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穆东
升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邓
本太，党组成员曹文虎、曹宏、贾应
忠和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负责人、办公厅研究室负
责人参加学习会，并讨论发言。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党的十九

大报告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创新成
果，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
心，主题鲜明、思想深邃，气势恢弘、
催人奋进。

穆东升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
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

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明确要求：一是深化认识，在增强学
习贯彻自觉性上下功夫。把深入研
读十九大报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二是加强领导，在深化学
习效果上下功夫。结合省人大机关
实际，尽快制定学习计划，切实安排
组织好机关党员干部的学习；三是精
心部署，在推动当前工作上下功夫。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坚持从严开好党组民主生
活会和支部组织生活会，认真做好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选举和省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切实做好编制
下一届五年立法规划的前期准备工
作，精心谋划明年工作，圆满完成本
届任期内的各项工作任务；四是注重
基础，在加强机关建设上下功夫。
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增强党组
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不断增强机关干部适应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和
人大工作的能力。加强制度建设，
进一步形成以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
机制，以实际行动学习好、贯彻好、
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穆东升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十九大报告学习会上要求

学习贯彻好十九大精神要在四方面下功夫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文/本报记者 罗藏 图/祁国彪

——我省十九大代表陈永洁谈十九大报告

“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活动实施11年来

我省和新疆两万余名儿童受益

报告指出，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作为一名司法
工作者我深感振奋。
再小的案子对当事人

的家庭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
我们工作中万分之一的失误，
对当事人而言就是百分之百
的伤害。所以对检察官来说，
案件没有大小之分，态度决定
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陈永洁代表在讨论中发言陈永洁代表在讨论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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