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新闻
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主编、责编：钟夏莲4

为深入推进法治西藏建设，做好人民监督
员选任和管理工作，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
法渠道，确保各族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充
分感受到公平正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
部《关于印发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的通知》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
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的规定和要求，西藏自
治区司法厅决定在全区范围内面向社会公开选
任新一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职数及职责
本次公开选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

员共 20 名。根据相关规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人民监督员监督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

二、选任条件
（一）人民监督员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户籍所在地或

经常居住地在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立场坚定，维护祖
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

3.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年满二十三周岁；
5.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6.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监督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2.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在职工作
人员；

3.人民陪审员；
4.其他因工作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监督员

职责的人员。
（三）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去担任的人民监督员、人民

陪审员的；
6.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

法公信的人员。
三、任期及职务解除
（一）人民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不

得超过两届。人民监督员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
上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监督员应
当及时向西藏自治区司法厅辞去担任的人民监
督员：

1.人民监督员因工作变动不能担任人民监
督员的；

2.因工作、生活变化或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正

常履职的；
3.出现其他影响履职的重大事项的。
（三）人民监督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西

藏自治区司法厅作出免除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1.人民监督员本人申请辞任人民监督员的；
2.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3.违法犯罪的；
4.丧失行为能力的；
5.在选任中弄虚作假，提供不实材料的；
6.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7.妨碍办案活动正常进行的；
8.泄露办案活动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
9.披露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应

当公开的办案活动信息的；
10.出现不能担任人民监督员或者不得担任

人民监督员情形之一的。
四、报名方式
（一）组织推荐
有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可

根据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经过民主协商，征得
被推荐者本人同意，向司法行政机关推荐。

（二）公民自荐
公民个人可根据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向

司法行政机关自荐。
五、报名时间

2021年 3月 12日至 3月 30日。
六、报名地点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
七、选任程序
（一）发布公告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在西藏日报、西藏司法

行政网、西藏司法微信公众号、法治西藏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选任公告。

（二）接受报名
报名时须提交：
1.近期一寸同底彩色正面证件照 2张；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居住证原件（现场

审查后退回）及复印件 1份；
3.学历证书原件（现场审查后退回）及复印

件 1份；
4.《西藏自治区人民监督员选任推荐表》或

《西藏自治区人民监督员选任自荐表》一式 2份。
上届人民监督员符合条件愿意继续留任

的，需填写《西藏自治区人民监督员确认登记
表》，并提交上述材料。

上述表格可下载复印或前往区司法厅人民
参与和促进法治处领取。

（三）资格审查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对人民监督员候选人进

行资格审查，坚持严格选任条件、优中选优、利
于履职的原则，遴选人民监督员候选人。

（四）确定拟任人选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对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

人实地走访了解其所在单位、社区，听取群众代
表和基层组织意见、组织进行面谈等，考察确定
人民监督员拟任人选。人民监督员拟任人选中
具有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身份的
人员，一般不超过选任名额的 50%。

（五）社会公示
人民监督员拟任人选名单通过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西藏日报、西藏司法微信公
众号、法治西藏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示，公示时
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发现有不符合人民
监督员选任条件的，取消其选任资格。

（六）选任公布
拟任人选经过公示无异议或者经审查异议

不成立的，由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作出选任决定
并颁发证书。当选人民监督员名单通过西藏日
报、西藏司法行政网、西藏司法微信公众号、法
治西藏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

本公告由西藏自治区司法厅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西藏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

促进法治处
（0891）6285708、6285709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
2021年 3月 12日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公开选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的公告

公 示
由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559 线波密至墨脱公路整治改建工程第三标段”现已完工，全部通过验

收，所有民工工资均已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孙国健 联系电话：17308944547

特此公示

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5日

公 示
由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559 线波密至墨脱公路整治改建工程第二合同段”现已完工，全部通过

验收，所有民工工资均已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孙国健 联系电话：17308944547

特此公示

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5日

（上接第三版）

根据监督工作计划，预安排了 29 个

监督项目。切实承担好推进人大预算审

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监督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两项职责，听取审议计划执行、预

算执行、决算、审计工作、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国有资产管理、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等 7 个工作报告，修改关于加强中央预算

审查监督的决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

督的决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

好专项工作监督，听取审议关于加快构

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长江流域生态环

保、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建设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财政交通运输资

金分配和使用、教师队伍建设、文物保

护、“七五”普法决议实施、知识产权审

判、控告申诉检察等 10 个专项报告，作出

“八五”普法决议。坚持做好立法与推进

法律实施并重，检查企业破产法、畜牧

法、中医药法、消防法、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公证法等 6 部法律的实施情

况，推动法定职责、法律责任得到严格落

实。结合听取审议关于建设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 2 次专题询

问。围绕财政补贴管理与改革、发挥海

外侨胞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

用、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推进

监察监督全覆盖等，开展 6 项专题调研。

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机制，改进方式方

法，增强监督工作实效性。

四、切实加强代表工作，更好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深入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

联系代表制度，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

员会联系代表机制，拓展联系深度、增强

联系实效。强化代表对常委会和专门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监督、对外交往工

作的参与，紧紧依靠代表做好人大工作。

提高代表议案和建议工作水平。支持代

表密切联系群众，丰富代表小组活动形

式，鼓励代表就近参加代表联络站、代表

之家、基层联系点的活动。加强代表服务

保障工作，继续建好代表履职信息化平

台。加强全国人大网络学院建设，完善代

表系统培训机制。支持原选举单位依法

监督代表履职，推动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

建设。实施新修改的选举法，做好全国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五、切实加强人大外事工作，深化和

拓展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围绕国家

外交总体布局，发挥职能作用，统筹安排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对外交往。认

真组织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外事活动，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对外交往，深化机制

交流和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工作机构

交流，积极参与议会多边机制活动。围

绕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问题主动发声，

宣介中国道路、制度和政策、理念、主张。

六、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履职的

思想政治组织基础。发挥常委会党组集

体学习的带动作用，办好常委会专题讲

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加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理论研究。深入研究常委会运行机制，

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

规则，认真贯彻执行常委会会议、委员长

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有关制度规定。

更好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切实做好研

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工作，支持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面参与立法、监督、代

表、外事等工作。更好发挥常委会工作

机构作用，提高全国人大机关参谋服务

保障水平。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健

全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加强新闻舆论工

作，全面深入宣传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加强

与地方人大的工作交流，密切工作协同，

提升工作合力。

各位代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履行好，把

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以优异成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新华社北京 3月 1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公开

发行。

《纲要》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

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

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单行本出版

上图：3 月 14 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村

民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黄墩镇上双疃

村参加“闹春牛”耕地比赛，庆祝春耕的

开始，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新华社发（李大伟 摄）

右图：3 月 14 日，民间有“二月二，剃龙

头”的传统习俗。图为一名小朋友在江苏连

云港市连云区西园路一家理发店内理发。

新华社发（王健民 摄）

据新华社天津电（记者 周润健）3月 14日，农历二

月初二，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天文专家表

示，这一说法与古代天文学有关，“龙抬头”指的是二十

八宿中的角宿（象征“龙角”）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

绍，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观测天象和判断季节，把

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即月球和太阳视运动的天区部

分）的若干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组，称为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每七宿组成一象，共分四象，也就是：东苍

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

转，天空的星象也随着季节转换。每到冬春之交的傍

晚，苍龙显现；春夏之交，玄武升起；夏秋之交，白虎露

头；秋冬之交，朱雀上升。

二月二这天，如何在夜空找到“龙抬头”？赵之珩

说，当日 21 时以后，角宿上的两颗星角宿一和角宿二

（代表苍龙的两只犄角）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浮出。其

中，角宿一是明亮的一等星，放射着蓝白色光芒，随着

时间的推移，会越升越高。

赵之珩表示，二月二之后，随着一天天过去，“苍

龙七宿”升起的时间会越来越早，天黑后露出地面的

部分也会越来越多。

天上“龙抬头”的同时，春天也慢慢来到了人间，土

壤解冻，春风化雨，大地返青，全国的春耕生产由南向北

渐次展开，因此，二月二又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春

龙节”，是汉族民间传统

节日。这一天，非常重

要的一项习俗活动是理

发，亦称“剃龙头”，有鸿

运当头之意。

鸿运当头鸿运当头““二月二二月二””
专家详解“龙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