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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两会的凤县声音

本报讯  近日，我县为了切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纠正现行的“一把手”一支笔审批财务支出制度中的诸

多弊端，加强权力监管，预防职务犯罪，营造廉洁从政、

风清气正环境，在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实施了财务管理

“双审双签”制度。

该制度要求，全县各个行政事业单位的报销票据，

都要先由财务人员或报账员收集整理，进行初审初核，

审核每一笔票据是否规范、有无经手人签字、有无具体

事由，再交财务主管领导和会签领导共同审核签字。每

张票据，都要经过两次审核，并由财务主管领导和会签

领导双方签字方可报销，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不管什么

花费都得报销人自己买单。

“我们实行‘双审双签’制度，不光是对各单位领导

的管理，更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单位主要领导有了这

把讲廉洁的‘尚方宝剑’，不再受人情世故的‘控制’， 也

不再怕别人猜忌怀疑，能够挺直腰杆子理直气壮的讲原则、

将廉洁了。”县纪委一干部说，“双审双签”财务制度，不

仅得到群众夸赞，也受到了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 （刘鸿）

2013 两会，寄托国人殷殷期待，凝聚世界热切目光。今年的两会，格外引起了全县人民的关注的是，我县走出了一位全国人大代
表，频频在两会发声，接受记者采访，商议国家大事，传递凤县声音。本期我们将刊载节选来自全国两会的凤县声音，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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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省检察
系统招考被招

录到凤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 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代表团）。

现任陕西省凤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1995 年至 2009 年 3 月，先后担
任凤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公诉科副科长，
宝鸡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先后荣获了先
后荣获陕西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宝鸡
市检察院“优秀公诉人”、“全市十佳公诉人”、
“凤县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全市人民满
意的政法干警”、“宝鸡市劳动模范”、“2012
感动凤县年度人物”等多项殊荣，被评为陕
西省检察系统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二等功一
次 ,2013 年被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3 月 10 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节目，播出了一组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的新闻。当镜头切换到陕西代表

团时，画面中出现了一位身着检察官制服，

干练、端庄正在发言的女代表，她就是凤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喜玲。

作为宝鸡市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

之一，周喜玲牢记家乡人民的重托，切实

履行人大代表职能，在全国“两会”上想

方设法传递凤县声音，反映百姓愿望，积

极建言献策。

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

就大家较为关注的“美丽中国、美丽陕西

建设”等话题，周喜玲在发言中以凤县为

实例，对凤县的“碧水蓝天绿地”计划、

企业生产清洁化、村庄道路景观化、荒山

荒坡森林化、矿区复垦绿化等生态文明建

设做了详细阐述，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广泛

讨论。

在讨论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时，周喜

玲则以自己供职的凤县检察院为例，生动

形象的展示了基层检察官对司法改革的想

法、愿望，以及所做的一系列大胆实践，

引起了代表的共鸣，并成为陕西代表团第

一个发言代表，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法制

日报、陕西日报等中、省媒体的关注。

记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您最大的

愿望是什么？

周喜玲：我作为这次新当选的全国人

大代表，从内心里感到非常光荣。最大的

愿望就是通过全国两会这个平台，最大限

度地传递咱们凤县的正能量，感受到凤县

作为中国最美小城的独特魅力，把我们凤

县人民的所思所想及时的反映上去，让更

多的人及时了解凤县，走进凤县。我作为

新当选的代表，我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群众意愿，维护群众

利益，做一名人民满意的代表。

记者：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您共提交

了几个提案 提出了哪些建议？

周喜玲：我这次主要带了两个建议，

主要是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两个建

议。一个是建议中央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基

层政法编制和力量。第二个是建议有关部

门加快制定并出台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相配套的实施细则。

作为在凤县成长起来的全国人大代

表，周喜玲还结合自己的成长实际，在大

会讨论和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表示当下

应该大力倡导雷锋的奉献精神，在青少年

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让年

青一代记住雷锋，懂得什么是奉献。

本报讯  “农家手擀面比白酒鱼肉更实在、更有

特色，凤县虽接待节俭了，但是干部高效务实的工

作作风，让人耳目一新。” 近日，山东西王集团副总

王泽强在凤州镇国安寺村实地考察千亩核桃园项目

时感慨地说。据悉，开年我县出台了《凤县招商活

动七项纪律规定》，对招商活动中住什么标准、吃多

少钱，陪餐几人等都有了规定和标准细则。

招商引资事关县域经济发展，客商来了，进高

档饭店、喝高档酒、吃山珍海味，超标准、无原则

的接待，反而给客商留下了轻浮不正的工作作风，

给投资带来了反面影响。据此，我凤县规定，在接

待客商时必须要在规定的宾馆住宿，条件为单间或

标间，每间房不能超过 160 元，早餐一般安排在住

宿酒店，如要在外就餐，每人不能超过 10 元，午餐

和晚餐每人标准不得超过 60 元，陪餐人员不得多于

3 人；县域内干部外出招商时，无特殊情况需选择

火车出行，不得入住 3 星级以上宾馆，每人每餐不

得超过 20 元，不论是在县内还是县外工作人一律不

饮酒、不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借招商

名义公款旅游。县纪委、监察局还聘请 20 多名监

督员，随时到县内各大酒店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

干部违规，即报告给相关部门来处理；同时花费报

销严格执行由局财务主管领导和纪委书记“双审双

签”会签制，审核每一笔财务支出的真实性、合理性、

规范性。

凤州镇干部王瑶对该项规定深有感触，原来基层总是

为接待时吃什么饭、喝什么酒犯愁，总是害怕标准低了，

客商和领导不满意，影响招商工作，无形中影响了实实在

在的工作和加重了基层负担，如今按规定和要求办事，不

是上廉政灶就是吃农家饭，精力全部投入到解决实际问题

中去了。两天时间，镇村干部就和国安寺村民达成了 200

亩的千亩核桃园项目用地置换意向。“贵州毕节市也邀请我

们到他们那里考察该项目，看到凤县良好的投资环境、过

硬的工作作风，在这里投资心理踏实。” 山东西王集团项目

考察组人员赞赏到。                         （秋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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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审双签”管住了钱袋子
本报讯  近期，唐藏镇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年活动

为主题，以机关纪律作风整顿为契机，细化措施，真抓

实干，加大为企业发展服务的力度，着力提升镇域投资

发展环境。

一是为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强领导，促落实。镇党委、

政府及时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优化投资发展环

境领导小组，形成一把手全盘抓，全镇领导干部参与，

形成“人人都是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的服务者”的工作格

局，为唐藏镇投资发展环境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

二是为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出实招，解难题。2月中旬，

由两个副镇长带队，先后两次进驻李家庄村，对石材园

区建设区域农户住房，做好了用地测量、统计、村民拆

迁思想动员工作，为石材园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为优化投资发展环境转作风，深调研。结合“三

问三解”活动，打造服务型政府，不断优化我镇投资发

展环境。组织机关干部深入企业，详细了解投资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针对不同问题开展帮扶活动，在全镇形成

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良好氛围。  （张明娟）

唐藏镇为企业发展护航 

“我们宝鸡市一共两个全国代

表 ,”她说 ,“一个是我们市长 ,

另一个就是我。”她感觉一半是光

荣 ,一半是压力 ,“要替选民们说

话呢 ,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

周喜玲谈起业务头头是道。一

次 ,院里侦办一起窝案 ,6 个嫌疑

人 ,一个嫌疑人得有 4个干警“伺

候”着 :两个问话 ,一个看守 ,一

个录音录像。“后来全院的干警都

上案了。”

凤县检察院编制 34 人 , 实有

32 人。“太缺人了 ,遇到大案子就

拉不开栓。”周喜玲感慨。所以 ,

她准备在大会上呼吁 :增加基层政

法干警专项编制。

周喜玲以凤县检察院为例算了

一笔账。在 1998 年 , 凤县检察院

有编制 30 人。几届检察长一直呼

吁要人 ,到去年 ,编制终于增加到

34 人。“但是人的增幅 ,远远赶不

上案的增加。”她说 , 十年来 , 经

济社会高速发展 ,检察职能不断延

伸 ,工作量成倍增加。比如 ,凤县

检察院民行科、控申科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一共3个人,还要接访,

有的群众一访就是一天 ,甚至还有

更长时间的。比如凤县检察院创新

实施“微罪不诉”,创立“流动警

示教育基地”,等等 ,都需要检察

干警付出更多精力和心血。

人不够 ,怎么办 ?凤县检察院

也想了很多办法。周喜玲介绍说 ,

他们检察院马宝峰检察长提出培

养“坐下能写 ,站起能说 ,出去能

干”的“三能”型检察官 ,极力提

高干警素质。另外还努力提高工作

信息化 ,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

衔接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与全县

24家行政执法单位联网 ,防止有案

不立、立而不侦、侦而不结、以罚

代刑等现象的发生 ,也提高了工作

效率。

“国家一直在给我们编制 ,希

望给的速度跟得上实际工作需要。”

周喜玲最后说。——摘自《人民网》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雷锋精神都应是

我们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和精神。”随着 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的到来，“雷锋”这个名字勾

起无数人的回忆，“雷锋精神”这个词也被人大代

表们一次次提起。

全国人大代表周喜玲是凤县的一名基层检察

官，她自称是在雷锋精神鼓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小学时班上有个同学，家庭比较困难，我每次上

学就给她带个馒头，有时候还送件衣服。当时身边

这种互相帮助的事特别多。”时隔近 30 年，周喜玲

回想起这些助人为乐的小事，仍感到很快乐、很幸

福。这样温暖的回忆，

周喜玲认为，雷锋精神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管时代怎么发展，

都不会过时，都不应丢弃”。

在今天，在新的时代，如何发扬雷锋精神？周

喜玲认为，应该加大对雷锋精神的宣传力度。“我

们各行各业都有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应当让更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他们的事迹，发挥榜样的作用。”

周喜玲说，学雷锋不能高喊口号，要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立足本职岗位，奉献光和热，这就

是雷锋精神；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就是雷锋

精神”。                     ——摘自《新华网》

雷锋精神不会过时 不应丢弃增加基层政法干警编制

深入开展思想纪律作风整顿要坚持“五个转变”
本报讯  近日，县纪委就下阶段

深入开展作风建设，提出作风整顿

“五个转变”的具体要求。

据了解，“五个转变”包括：由

突击检查向明查暗访常态化转变。

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 6 个督查组，

要进一步加大对纪律作风的检查力

度，增强工作主动性，使明查暗访

常态化；由单项督查向整体督查转

变。注重督查工作细节，从检查干

部的上下班工作纪律转向工作责任、

服务态度、制度执行，工作任务的

完成上，尤其是中央八项规定、县

委十个不准的要求要督促落实到位；

由治表向长效机制转变。要集中一

周时间，完善制度、学习制度、遵

守制度、执行制度，要结合单位实

际情况，修订完善本单位的请销假、

后勤接待、财务管理、车辆管理、

效能建设等工作制度，要明确规定

对违反制度的人和事的处理办法；

作风检查的重点由一般干部向党政

领导干部转变。加强对党政领导“一

把手”的监督检查，督促领导干部

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时时处处起

模范带头作用；由常规检查向加大

查处转变。要对各种违规违纪的行

为必须叫停，加大问题的查处、曝光、

通报、问责工作力度，保持作风建

设高压态势。             （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