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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土家文化长廊是我们金岩土家族
乡最美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 ”
望着群众脸上的笑容，现场参加项目验收的
慈利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感到无比
欣慰。

慈利县是全省 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
县之一，近年来，为深化推进集中整治漠视
群众利益作风顽疾专项行动，县民族宗教事

务局坚持“三个严格”，切实抓好散居少数民
族发展资金监管。

严格审批。 每年下半年由各民族乡、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等项目建设单位向县民族
宗教事务局申报，县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重点任务择优确定建设项目。

严格实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定期
地组织相关部门对项目建设进行督促检查，

提出合理化建议， 确保施工安全和施工质
量。

严格验收。项目峻工后，由县纪委监委、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和县财政局组成验收小
组实地查看，共同确定分配方案并报县政府
同意后及时下拨资金，各项目建设单位及时
公开项目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周智

“三个严格”狠抓散居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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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瘦瘦的身材， 笑起来还有些腼
腆， 这是记者对樊辰雪的第一印象。 在
2020 年度广州铁路公安局举办的教官比
武中， 从警 3 年的樊辰雪拿下了女子个
人第三名。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
前夕， 记者来到了长沙铁路公安处乘警
支队，了解这位可甜可飒的乘警长。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变身抗疫逆行者
1994 年出生的樊辰雪是家里的独生

女。 每年春节，远在河南的父母总是包好
饺子 ，炸好肉丸 、酥肉，等着樊雪辰休假
回家。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
有人的计划， 樊辰雪第一时间递交了请
战书，勇敢地守在抗疫最前线。

樊辰雪负责上海、温州方向的高铁，
来回需要 12 个小时，在密闭车厢里接触
来自各地的乘客，风险较大。 为了减少接
触，避免感染 ，每次跟车结束 ，樊辰雪就
在宿舍隔离。

“铁警接触的乘客来自各地，谁是无
症状感染者，我们都不知道，除了做好日
常的消毒工作， 休息时间自我隔离也是
为了减少风险。 ”樊辰雪对记者说。

工作时在高铁上， 休息时独自在宿
舍 ， 这是 2020 年春节樊辰雪的全部生
活。 晚上和父母视频聊天时，父母看着吃
着泡面、 饼干， 脸上还有口罩勒痕的女
儿，眼眶湿润了……

多一分贴心 乘客多一分暖心
“用手掌根部紧贴病人胸部，两手重

叠，五指相扣，手指翘起，肘关节伸直，用
上身重量垂直下压……” 视频中的樊辰
雪正在教其他同事做心肺复苏。 樊辰雪
入警时间不长， 但是各种专业急救技能
已经是驾轻就熟。

帮助旅客，保证列车顺利运行，是铁
警的使命和担当， 除了每天检查消防器
材、反恐装备 ，巡视车厢 ，当乘客寻求帮
助的时候，适时提供帮助，也是铁警的义
务。

2020 年夏天，樊辰雪在巡车时，乘客
曾先生拉住小雪，说自己手臂痛得厉害。
经询问得知， 在上车前曾先生由于腿部
有旧伤不小心摔倒了。 樊辰雪初步检查
后，判断曾先生手臂可能骨折，长沙到上
海车程要 6 个小时，要及时处理患肢，她
劝曾先生在下一站下车，接受治疗。

曾先生却不同意， 他这次去上海就
是约了专家复查腿伤。 鉴于曾先生的情
况， 樊辰雪赶紧通过列车广播在当次列
车乘客中找到一名医生， 对曾先生患肢

进 行 简 单 处
理。 车上没有
固定患肢用的
木板，樊辰雪灵
机一动用一本
硬壳书代替 。
到达上海后 ，
樊辰雪已提前
联系志愿者准
备轮椅在车厢
旁等候， 曾先
生对樊辰雪连
声道谢， 感谢
她一路上的细
心照顾。

2020 年 6 月 26 日，在赣州西开往长
沙南的 G2268 次列车上， 罗女士带着父
母去长沙看病，罗女士的父亲全身瘫痪。
樊辰雪了解到情况后， 与前排乘客沟通
换座，将老人安置在前排位置，并联系长
沙南站派出所的同事安排车辆送老人去
医院。

乘警支队支队长冯伟说：“樊辰雪虽
然入警时间不长，但是经验丰富，她不仅
做好分内事， 还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去年她休年假和妈妈旅游时，她看
到群里发布紧急任务， 第一时间坐晚班
飞机赶回了单位。 ”

在樊辰雪看来，小小的高铁车厢，就
是展现青春的舞台。 把关爱传递给群众，
守护他们的每次出行，就是她的职责。 在
每次安全检查、处置警情、防诈防骗宣传
之余，她也把协助旅客指引、制止小朋友
的危险动作、 教老人家接一杯热水放在
心上，放在行动上。

乘警樊辰雪：可甜可飒的“铿锵玫瑰”

樊辰雪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宋立里 杨艳红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昌华 ）1 月 10 日上
午， 湖南大学逸夫楼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活
动，全国政协常委、民
进湖南省委会主委 、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正厅长级）潘碧灵任
湖南大学兼职教授聘
任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在这里举行。

当日， 报告厅座
无虚席， 来自湖南大
学环境学院全体教师
和来自土木学院 、机
械学院、电气学院、公
管学院等多个院系的
教 师 和 学 生 代 表 出
席。 湖南大学副校长
李树涛教授致辞并为
潘碧灵颁发聘书 、佩
戴校徽。

2008 年至今 ，在
生态环境领域工作了
10 余年的潘碧灵 ，多
次在全国“两会”上围
绕大气污染防治 、农
村环境整治、 长江大
保护及洞庭湖环境治
理、脱贫攻坚、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等方面
建言献策， 共提出了
100 多件提案建议，被
全国政协和广大媒体
称为 “绿色提案大户 ” “明星委
员”。 不少提案得到中央领导批示
和有关部门采纳， 获得了全国政
协优秀提案奖、 民进中央参政成
果一等奖等荣誉。

聘任仪式结束后 ， 潘碧灵作
了题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决“守护好一江碧
水”》的学术讲座。 围绕生态文明
提出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 、 湖南
省“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实践几个
方面，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在湖南省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深入
解读和详细阐述。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法治
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把切实维护人
民合法权益落实到规划每一部分， 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 每一个
执法决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围
绕到 2035 年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
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聚焦党中央关心、
社会关注、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加强顶层设计，鼓励试点改革和基层
探索，分阶段、有步骤谋划任务部署。

四是坚持衔接协调， 系统梳理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法治领域重大
改革举措，需持续推进的进一步强化，试
点成绩突出的全面推广， 并根据新形势
新要求提出新举措。 同时注重处理好规

划与中央其他法治建设有关规划、纲要、
意见等的关系，努力实现有机统一。

问：规划的总体框架是什么？
答： 规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五大体系”为主体框架，围绕“五大
体系”作出具体部署安排，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抓手”作用落细落
实 ，突出统筹性 、全面性 、保障性 、创新
性，共由九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主要明
确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和主要目标；第二部分至第九部分，主要
围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建设完备的法
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依法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强党对法治
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等， 提出相关
改革发展举措。

问：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如何确定的，
有什么考虑？

答： 考虑到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第
一个总体规划， 我们在规划中既分阶段
提出了到 2025 年 、2035 年的奋斗目标，
也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远景目标 ，以
增强规划的目标统领性、指导性。在总体
目标的确定上，主要依据了以下几点：一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关目
标要求在规划中落下来； 二是根据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
全会精神， 将党中央有关重大目标要求
在法治建设领域具体化； 三是立足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实践 ，
深入研判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
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上确立全面依法
治国的更高目标； 四是依据各方面意见

建议， 广泛征求各地方各部门对规划包
括主要目标的意见建议， 并专门就主要
目标征求了法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
见，在集思广益、反复研究修改的基础上
确定了这些目标。

问：如何抓好规划贯彻落实？
答：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同实施规划统一起来， 把宣
传学习规划作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重
要内容，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规划精神和
要求，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分
工、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央依法治国办将
强化统筹协调 ，加强督办 、推进落实 ，确
保规划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规划全文详见本报官网和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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