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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播撒法治种子
——我省“宪法宣传周”活动综述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深入

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的宣传教育活动，能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

识，使遵守宪法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

动能。

12月 4日，是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12月 1日至

7日，也是我国第二个“宪法宣传周”。全省各地各部门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按照中宣部、司法部、全国

普法办工作安排，不断创新形式，精心组织开展以“弘扬

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

的宪法宣传系列活动，让群众触摸宪法、感悟宪法，努力

让宪法精神浸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时志强 郭喜玲

“宪法离我们远不远？不远，宪法就像空气、
阳光、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上学读书、劳动就
业、结婚生子、享受社保、领退休金，这些看起来再
平常不过的事情，其实都源自宪法的规定。”这是
12月 4日郑州市在中原区长江公园举行宪法宣传
活动的场景。活动现场，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普法
节目轮番上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50多家市直
单位、企业、群众性组织采取悬挂宣传条幅、发放
普法书籍等形式宣传宪法，为群众送上了一道法
治文化大餐。

“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
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宪法宣传周”期间，省司法厅、省普
法办、省通信管理局协调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信
运营商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 6000余万条公益短
信，扩大宪法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增强了宪法宣传
教育的吸引力。

地铁作为城市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为法治宣
传教育提供了新平台。“宪法宣传周”期间，在郑州
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无论是车窗、车门，还
是站台、电子显示屏，随处可见宣传宪法知识和法
治文化的公益广告，广大市民在乘车出行中轻松
学习了宪法知识。

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工
作部署，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结合工作实际开展
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宪法学习宣传活动。

洛阳市组织普法宣传骨干、普法志愿者、村

（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明白人”深入乡村、
社区开展法治宣传；新乡市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学
习宪法，信阳市开展有奖答题、普法谜语猜猜猜等
活动；开封市组织全市村(居)法律顾问开展专题
法律咨询；焦作、平顶山、濮阳等地的“宪法号”公
交线路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措并举
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
律的熏陶。

全省机场、车站、医院、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
设置宣传展板，LED大型显示屏滚动播放宪法宣
传公益广告；在网络视听媒体开展优秀宪法公益
广告、微电影、微视频展播活动……全省各地形式
多样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形成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全民普法守法的新气象。

“宪法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充分运用“报、
网、端、微、屏”等媒体平台，全方位、大声势开展宪
法宣传。各类媒体坚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采取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出多款精品力作，让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法治文化熏陶和浸润。

“我们将把握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特点和
规律，积极探索普法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让每
周都是‘宪法宣传周’，每天都是‘宪法宣传日’。”
省司法厅副厅长鲁建学表示，将不断增强新时代
全民普法的普及性、生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
动全省上下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践行法
治理念，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1 月 23 日，由省司法厅、省普法办主办，河

南法制报社承办的“宪法在我心中”宪法知识百题

竞赛活动颁奖典礼暨宪法学习宣传工作座谈会在

郑州举行。

●4月，我省出台宪法进万家、宪法进公共交通

场所、宪法进宾馆三个文件，推动宪法宣传全覆盖。

●4 月 15 日，省委国安办、省司法厅、省教育

厅、省普法办在河南农业大学举办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集中普法宣传活动。

●5 月 7 日，“全国法治县（市、区）”“全国民主

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授牌仪式在舞

钢市举行。

●6 月 3 日，全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

●7 月 8 日，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普法办

印发《关于开展“服务大局普法行”主题实践活动

的通知》。

●7月 18日，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王

晓光一行来我省调研黄河法治文化带建设情况。

●7 月 31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办在新乡市

召开加强市县基层法治建设专题调研会，司法部

副部长刘炤出席会议并讲话。

●9 月 7 日，省司法厅、省扶贫办、省普法办印

发《关于开展“法治扶贫再聚力、决胜全面攻坚战”

活动的通知》。

●9月 12日，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高级

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关于推动

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9 月 21 日，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通报表扬全省“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对 38 个县（市、区）、61 个单位

和 78名个人进行通报表扬。

●11 月 6 日，全国普法办印发《关于通报表扬

“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我

省 3个省辖市、17个县（市、区）、38个单位、38名个

人受到表扬。

●11 月 28 日，第六届“卓越杯”高校大学生法

治辩论赛决赛在郑州举行。

●11 月 30 日，“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被全国

普法办命名为第二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12 月 4 日，“河南省司法厅黄河法治文化带

的探索与实践”被全国普法办评为 2019 年全国普

法依法治理十大创新案例。

●12月 4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司法

厅、省普法办、河南黄河河务局在郑州花园口事件记

事广场举办“宪法宣传周”活动暨全国法治宣传教育

基地“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揭牌仪式。

●12 月 6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

普法办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旁听庭审活动。

我省高度重视“宪法宣传周”活
动，及时研究部署、认真谋划贯彻落
实措施，11月中旬，省委宣传部、省
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下发了 2019
年河南省“宪法宣传周”活动实施方
案，部署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本次“宪法宣传周”活动采用了
主场活动＋分设主题日方式进行，除
了丰富多彩的主场活动，我省还安排
7项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全省各地
各单位积极响应，迅速安排部署，一
场声势浩大的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
动在中原大地展开。

“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被全国
普法办命名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我省首次有了国家级法治宣传
教育基地。“河南省司法厅黄河法治
文化带的探索与实践”被全国普法办
评为2019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十大
创新案例。12月 4日，河南省“宪法
宣传周”活动暨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揭牌仪式
在郑州花园口事件记事广场举行，省
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
调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省普
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
法责任制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

关负责同志和普法志愿者们参加。
大家高声诵读宪法条文，向全社会传
递弘扬宪法精神，提升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心。

公共法律服务包括哪些内容？
如何申请法律援助？如何办理公
证？12月 3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第
二届开放日活动启动，来自社会各界
的 30多名群众代表走进省司法厅，
零距离感受司法行政工作。

“希望通过此次开放日活动，进
一步增进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新
时代司法行政机关职能职责的了解，
进一步在全社会宣传和弘扬宪法精
神。”省司法厅党委书记陈红瑜说。

12月1日至9日，我省各地各部门
结合实际，开展了“宪法进企业、宪法
进农村、宪法进机关、宪法进校园、宪
法进社区、宪法进军营、宪法进网络”7
个主题日宪法宣传活动，使纸上的宪
法“活”起来，生涩的法律“暖”起来。

举办全国法治楹联大赛、组织开
展宪法知识竞赛活动、组织参加第十
三届全国百家网站、微信公众号法律
知识竞赛活动……形式多样的宪法
法律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
宪法观念和法治意识，营造了全民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宪法宣誓既是庄严的仪式，更是
郑重的承诺。在“宪法宣传周”期间，
我省不少单位、部门都举行了庄严的
宪法宣誓仪式。国家宪法日当天，全
省政法单位纷纷举行宪法宣誓活动，
参加宣誓的政法干警一致表示，要自
觉做弘扬宪法精神的表率，严格按照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
权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2月 6日上午，随着一声清脆的
法槌声，一起由企业提起上诉的行政
诉讼二审案件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坐在旁听席上的100余
名省直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神情肃穆。

省司法厅厅长申黎明介绍，本次
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是落实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法院、省
司法厅、省普法办《关于推动国家工
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
的意见》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今年
我省“宪法宣传周”安排的一项重要
活动，将有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旁听
庭审活动常态化。

“旁听庭审能够近距离感受法庭
的庄严氛围，是一次生动直观的法治
宣传教育。”大家纷纷表示，在浓厚的
法治氛围中，度过了别具意义的一天。

各地各部门采取党委(党组)中心
组学法、“一把手”带头宣讲、宪法宣誓、
举办讲座、开展培训、开放日等形式深
化宪法的学习宣传，大家就深入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畅谈交流了学

习体会，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国家宪法日当天，我省很多单
位还以文艺汇演、演讲比赛、法律法
规知识竞赛等形式弘扬宪法精神、传
播法治文化。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
形成的最佳时期，在青少年中大力开
展宪法教育，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
对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法治思维以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至关重要。

11月 28日，河南省第六届“卓越
杯”法治辩论赛决赛在郑州举行。河
南大学代表队和河南师范大学代表
队进行了激烈交锋，双方旁征博引，
用一场兼具思辨性与观赏性的辩论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卓越杯”法治辩
论赛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省普法
办和省法学会在 2014年发起主办，
旨在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理念和思辨
能力，丰富法学教育内容，推进我省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已
经成为我省高校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的知名品牌。

全省中小学校集中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宪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宪
法晨读”、宪法知识竞赛、书画比赛等
形式，引导青少年自觉成为宪法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今年以来，我省依托教育部青
少年普法网开展青少年学生宪法学
习及“宪法小卫士”活动，截至 12月
10 日，我省在网上开展学习 7.01 亿
人次，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通过
学习并完成法治知识测评产生宪法
小卫士 751.35 万名，参与率位居全
国第三。

高位推动 氛围浓厚

宪法宣传“活起来”“落下去”

举措扎实 亮点纷呈

宪法宣传入脑入心

形式多样 整体联动

宪法精神走进日常生活

今年以来普法大事记

参加河南省“宪法宣传周”活动暨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揭牌仪式的省直机关工作人员诵读宪法 王富晓 摄

省司法厅举行第二届司法行政开放日活动 陶金 摄

开封市司法局组织新入职律师宣誓 房彦吟 摄

郑州海关组织法律法规知识竞赛 李一新 摄

三门峡市市直单位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张军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