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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两会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特派
记者杜颖）截至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规定的代表提交议案截
止时间3月11日中午12时止，海
南省代表团共向本次大会提交议
案建议共 50 件，其中议案 4 件，
建议46件。4条议案分别是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的
议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议案、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的议案、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议案。

据悉，提交的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的议案，围绕
厘清关系、明晰产权、打破壁垒、
顺应改革等方面作出案据分析

后，对《电力法》提出了67条具体
修改意见，新增了一些条例。比
如“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
设应纳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由政府委托供电企业统一设计、
统一建设、统一维护管理，并抄表
服务到户”等。

提交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议案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于 1979 年通过，1983
年、1986年两次修订。修订19年
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
断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推进，亟需修改完善检察院组
织法相关条款。议案对实现司法
改革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提出建
议，认为目前检察人员分类管理

已经积累一定经验，修改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重新界定各类人员的
条件已经成熟。

记者同时获悉，截至当天，我省
代表团共向大会提交建议46件，内
容涵盖精准扶贫、现代农业、供给侧
改革、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区域发
展、科技教育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诸
多方面。

海南代表团提交4件议案46件建议
对电力法等4部法律提出修改建议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特派
记者张谯星 罗霞 金昌波）今天，全
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京闭幕，
参会的住琼全国政协委员们共向大
会提交63件提案，其中联名提案
21件、个人提案 42件，立案率达
95.24%。

在京期间，委员们积极建言献
策，激情话改革、真心系民生、热情
议发展，为海南发展鼓与呼。一带
一路、海洋强国、全域旅游、休闲农
业、关爱“失独”……委员们在广泛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质量高、
分量足的提案建议，得到了各界的
广泛关注，吸引了中央和地方多家
媒体的聚焦报道。

联名提案中，委员们建议，国家
加大对海南“一带一路”建设扶持
力度，进一步明确海南在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中总体定位；继续扩大中
央对海南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范围；支持海南省建设国家
休闲农业示范区；加大海南水网建
设；将“候鸟”人群纳入我省常住人

口统计范围；加快推进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建设；增加海南国际航线密
度等。

个人提案中，委员们建议，尽快
批准设立海口国家级新区；以居住
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
强监管，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
发展；加大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和法
律援助力度；缓解“儿科医生荒”；防
止校园暴力；建立我国未成年人监
护干预机制；发挥家庭教育重要作
用；落实征地留用地政策保障被征

地农民生活水平；加强过期药品管
理；借鉴台湾经验，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推动我国妇幼保健工作健康发
展；大力支持将海南打造成医疗健
康养生天堂，带动我国医疗旅游产
业发展；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

今年，住琼全国政协委员的多
份提案被大会作为书面发言，其中
包括加快建立“5+15海上丝绸之路
港口城市创新发展协作机制”，助推
沿岸城市新发展；充分发挥“海上丝
路”战略优势，加快三沙市七连屿海

岛旅游开发等。
从大会开幕当天起，很多委员

便成了各路媒体采访的焦点。迟福
林委员多次受邀接受新华社、央视
等媒体专访，畅谈以结构性改革实
现转型闯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
农民工成为历史等，在社会各界引
起热烈反响。

盛会已闭幕，使命仍在肩。委
员们表示，将继续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尽心尽力建言
献策，切实提高参政议政实效。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提交63件提案
立案率达95.24%

代表委员聚焦法官工作量

司改：破解“案多人少”之困的出路

■ 本报特派记者 杜颖 金昌波

“当前‘案多人少’问题突
出，海口龙华一个基层区级法
院，法官年人均办案件数418
件，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全国
人大代表倪强感言。

作为司法改革试点省份，
海南去年以来法院受案量持
续大幅增长，其中不乏疑难复
杂的案件，而法院队伍人数经
员额制改革后总体并未增加，

“5+2”“白+黑”成为广大基层
法官工作常态，“案多人少”的
矛盾亟待解决，这也成为代表
委员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代
表委员们认为，如何破解“案
多人少”，唯有继续深化改革，
探索找出有力有效的配套举
措方能缓解。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
去年受理案件15985件，地方各级
法院受理案件 1951.1 万件，同
2014 年 比 分 别 上 升 42.6% 和
24.7%，受理案件数量再创历史新
高。地方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
与5年前2010年的1170余件相
比，增幅高达66.7%。

海南的司法案件受理增速几

乎与全国是同步的，眼下就面临着
案件数量增加而法官人员不足的
尴尬。

无疑，2015年是司法体制改革
的元年，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已经得到深入落实，在要求办
案法官承担起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的司法责任的同时，也初步建立了
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制度。但是，

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是法官职业保障
的重要内容，并非全部内容，法官职
业保障仍有其他方面亟需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吉明江说，司
法体制改革后，面对着办案数量
的急速增加，法官面临的压力空
前加大，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法
官“离职潮”，我们应积极出台有
关员额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

落实法官薪酬保障制度等，来调
动法官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郑钢也表示，从
他在基层法院的调查来看，出现了
法官职业尊荣感不强、法官断层、审
判后备力量匮乏等不正常现象，法
官流失现象也随之显现。以三亚两
级法院为例，目前，“案多人少”的矛
盾日益尖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市两级法院的受案数量以年
均2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但法
院编制并未随之相应增加。

案多人少 法官职业保障有待完善

如何缓解这一矛盾？
吉明江代表谈到该问题时就

提出建议，是否可以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法律辅助
人员不足的问题。员额制改革之
前，一名法官可以带着两名法律

辅助人员——一名助理法官和一
名书记员。员额制改革后，法官
的辅助人员配额也不够了，按照
目前的情况，助理法官和书记员
都还有一定的缺口，而在编制不
可能增加的条件下，建议政府采

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补充法律辅
助人员不足的问题。

郑钢委员认为，受制于编制
局限和案件受案量大的现实状
况，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法院的书
记员和法警队伍需要靠聘用的方

式解决。结合法院专项财政资金
紧缺的现状，所以建议使用政府
文职雇用编制，实行书记员全员
聘用制，组建单独序列的书记员
队伍。同时建立法院协警队伍，
并制订切实可行的考核、管理、培
训等办法，着手培养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书记员和法院协警队
伍，切实保持队伍的稳定。

可采用购买服务、聘用等方式补充人员

此外，代表委员们也认为，现
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法官依
法履行审判职务时享有的职业
保障，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受
到干扰或者人身安全遭到侵犯

时缺乏具体有效的保障措施。
有些当事人在个人愿望或者利
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对司法活动
存在偏见的情况下，会把怨恨发
泄到法官身上，侮辱、诽谤、谩

骂、纠缠法官的事件几乎每天都
有，有的当事人甚至会以威胁伤
害其家庭成员的方式恐吓法官，
更有甚者对法官进行人身、财产
攻击。

对于危害法官人身或财产安
全的情况，建议在发生暴力或暴
力威胁事件时，法院及公安、检
察部门应当建立快速联动机制，
共同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威胁办
案人员的不法行为，情节严重的
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应有力保障法官人身财产安全与尊严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特派记者 陈蔚林）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侨乡文化
生态环境受到巨大冲击，侨乡文化保护形势严
峻。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余永华向大会提交了《关
于加强侨乡文化保护的建议》。

他发现，当下，受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冲
击，一些古村镇的侨乡色彩日益褪去；受现代
化、科技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一些侨乡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存和传承空间不断缩减；侨乡文化
资源发掘保护不够全面，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资
源仍有待深度挖掘，一些文物资料的完善性有
待改进。

余永华认为，侨乡文化还面临着保护力度不
够、投入不足、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他建议，将侨乡文化保护纳入政府发展规划
和财政预算，同时积极吸引多方力量参与侨乡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侨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多渠道争取资金。
其次，由政府主导，依托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等专业机构，广泛组织专家学者，对侨乡文化进行
系统性整理，在深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侨乡
文化保护的具体规划。

他还建议，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
进行保护，“应借助音频、视频、数字化多媒体等手
段对侨乡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
记录保存。建立“侨乡文化资源网络档案”留下家
乡文化记忆。加大对侨乡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
如资助传承人的授徒传艺或教育培训活动、提供
必要的传习场所和宣传展示平台、资助有关技艺
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等。”

“还可以将侨乡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
依托侨乡文化特色发展当地旅游，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余永华认为，相关市县在保护侨乡历
史文化的同时，应积极融入现代元素，打造传统与
现代有机结合的侨乡，使侨乡文化在保护中得到
发展和创新。

余永华代表建议：

加强侨乡文化保护
留住记忆守望乡愁

两会点击

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闭幕。
媒体记者在会场采访拍摄。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上接A01版
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必
胜的信心、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努力铸就全中国人
民的共同愿望。

俞正声指出，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献
计出力，是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自觉服
从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把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
轴，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
保正确政治方向；要始终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把为“十三五”时期发展献计出力作为履行
职能的主线，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化
改革的难点问题、推动创新创造的关键问题，深度
调研、集中议政、有效监督，努力提出更多真知灼
见；要广泛汇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力量，更好发挥
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正确处理
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扩大团结面，增进共识度，
努力形成共创伟业的良好局面。广大政协委员要
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坚持建真言、
谋良策、出实招，客观理性、拒绝极端主张，脚踏实
地、力戒虚浮作风，在政协工作中履职尽责，在本
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界别群众中示范引领，为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凯、王沪宁、
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建
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
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赵洪祝、杨晶、
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
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
文、陈竺、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周强、曹
建明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列席闭幕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旁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全国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闭幕

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