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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河南省志愿服务条例》
明年3月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11 月 29 日下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河南省志愿服务条例》，
《条例》对
促进和保障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以及志愿
服务者相关权益作出立法规范，将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志愿服务事业纳入政府规划
享资金和政策支持
志愿服务活动经费从哪来？如何保
障？
《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志
愿服务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志愿服务组织
和志愿服务活动的经费来源包括 4 个方
面：政府财政支持，依法获得的社会捐赠、
资 助 ，志 愿 服 务 基 金 收 益 ，其 他 合 法 收
入。志愿服务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接
受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构、有关部门、捐
赠者、
资助者以及志愿者的监督。
根据《条例》，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可
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
务运营管理。

活动如有危险要为志愿者购买保险
志愿者参加服务活动怎么降低风
险？如何保障权益？
《条例》明确，需要志
愿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在发布需求信息
时，须向志愿服务组织告知志愿服务的
潜在风险。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参
加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服务活动
前，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 人 身 意 外
伤害保险。
另外，按照《条例》，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经其监护人同意或者由其监护人陪同，
可
以参加与其年龄、
智力、
身心状况等相适应
的志愿服务活动。鼓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共同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

学生参加志愿服务
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条例》提出，高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
可以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纳入实践学分
管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学生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另外，
《条例》明确，公务员以及事业
单位招考，志愿服务将成为重要考察内
容：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可以将志
愿服务情况纳入考察内容，鼓励企业和其
他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有良好志
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

机构改革后 部分省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昨日下午，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闭幕。会
议表决通过省政府机构改革后部分省政
府组成人员任免事项。
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
郑邦山同志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申延平同志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姜继鼎同志为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阚全程同志为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刘国栋同志为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厅长
吴忠华同志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一批人事任免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昨日下午，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闭幕。会
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免去王泽华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免去吴文毅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
任命范修芳同志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命郭保振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
免去陈殿福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审判员职务
免去高跃波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
免去秦德平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审判员职务
免去王海清、张兆青同志的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免去程东杰同志的郑州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审判员职务
免去金铃同志的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审判员职务
免去岳树平同志的洛阳铁路运输法院
审判员职务
免去赵保龙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张钢战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免去邹波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免去杜燕萍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审判员
免去蔡智玉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

市领导调研指导航空港实验区组织工作

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
不断完善村级管理制度

本报讯（记者 裴蕾） 昨日，市委副书
记、组织部长焦豫汝深入航空港实验区软
弱涣散村、人才展示中心，调研指导基层党
建、人才等组织工作。
在航空港实验区银河办事处庙后安
村，焦豫汝与村“两委”干部和驻村第一书
记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该村软弱涣散
原因、集中整顿进展、集体经济发展等情
况，勉励他们沉心静气、持久用力，勤勉履
职、发挥作用，巩固好整顿效果，以扎实有
力的举措尽早摘掉软弱涣散帽子。焦豫汝
要求，要围绕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落实
好《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不

李涛同志为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贾瑞琴同志（女）为河南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主任
张兴辽同志为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仲田同志为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刘兴彬同志为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断完善村级管理制度，因地制宜、依法有效
发展集体经济，让村级党组织有能力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
增强服务群众能力。
在航空港实验区国际引智展示中心，
焦豫汝现场听取了引智展示中心功能定位、
人才精准服务机制创新等情况，
实地查看了
“全球眼”
大数据系统演示、
VR展示厅和
“一站
式”
人才服务环境，
与专家进行了现场连线沟
通交流。焦豫汝表示，
要把人才工程作为引领
性、
战略性、
支撑性工程，
进一步落实好
“智汇
郑州”
人才新政，
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引才渠
道、
优化人才服务、
营造良好环境，
努力发挥好
人才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免去冯童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少年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免去高海娟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免去刘铁良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
免去李红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免去高光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免去徐薇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
免去郭筱林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免去杨巍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李慧娟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二庭副庭长
免去刘太键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减刑假释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免去黄秋坪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河南
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免去商敏同志的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任命其为
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审判员
任命庞景玉、
程慎生、
王凤兰、
张云龙同志为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任命荆伟、
刘天华、
王波、
马军杰、
石文灵
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命王福蕾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任命王纪玖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命齐曙光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庭）庭长
任命任秀娥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行政审判庭庭长
任命黄存智同志为河南省济源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撤销高德友的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职务
免去刘建军、赵予秋同志的河南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免去宋春波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批准任命其为开封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免去牛晓丽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批准任命其为鹤壁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刘海奎同志为郑州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吴志军同志为洛阳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侯民义同志为平顶山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常凤琳同志为安阳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许晓伟同志为新乡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孟国祥同志为焦作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张志强同志为濮阳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批准任命薛长义同志为南阳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召开

推进市县巡察向村居延伸
提升基层监察监督效果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昨日，市纪委
监委召开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会议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
书记赵乐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
学习贯彻全省纪检监察工作会、
全省
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推进会、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座谈会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周富强出席会议。
周 富 强 要 求 ，要 带 头 树 牢“四 个 意
识”，在落实“两个维护”上下狠劲、见真
章、求实效，始终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这根弦，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强化
纪律教育、纪律监督、纪律执行，用《条例》
明晰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要坚持执纪为
民，推进市县巡察向村居延伸、提升基层
监察监督效果，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惠
民政策落实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周富强要求，要加强自身建设，着力
提高纪检监察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继续
保持良好状态，确保全年任务圆满完成，
提前谋划明年工作，不断推动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