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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
多举措开展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李素华）为持续深化
“法律进校园”活动，切实加强青少年法制
教育，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9 月 22 日，
扶沟县依法治县办公室、扶沟县城郊司法
所主动联合城郊派出所、法律服务所以学
校开学为契机，为扶沟县城郊一中开展了
法律知识进校园集中宣讲活动。

在宣讲活动现场，扶沟县城郊派出所
干警向同学们发放了法律常识读本并讲解
常用防范技能。扶沟县城郊法律服务所律
师李尚磊为全校师生做了精彩的法制报
告。法制课上，李尚磊结合近几年办理的
典型案例，生动、形象地向同学们介绍了盗
窃、抢劫、聚众斗殴等未成年人犯罪的常见
类型，深入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引
导同学们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最后，告诫同学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谨慎交友，远离违法犯罪，健康茁壮成长。

律师的讲解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好
评，有效地帮助和引导同学们提高学法守
法用法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为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构筑一道安全防火墙。

郸城县交通运输局
组织观看《百团大战》

本报讯（通讯员 于亚军）近日，为缅怀
抗战英烈的光辉业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和民族精神。郸城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
职工 70 多人观看了最新上映的主旋律抗
战大片《百团大战》。

影片播放前，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于
成民作了讲话，他指出，《百团大战》是以百
团大战战役为背景，从战略、战役、战斗三
个层面，描绘了一幅气势宏伟的战争全景，
弘扬了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也提醒了今
天的中国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
以饱满的热情、负责的态度，认真观看，同
时，希望各单位积极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百
团大战》，激发干部职工学习中国近现代革
命史、中共党史的热情，培养爱国主义高尚
情操，培育自强不息的名族精神，让《百团
大战》的精神深入人心，发扬光大。

太康县国税局
提速增效助力出口企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申志强杜骏贤）今年
以来，太康县国税局急企业之所急，在优化
服务、提速减负上持续发力，不仅加快退税
进度，更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压力。今
年 元 至 8 月 份 ，已 累 计 办 理 出 口 退 税
3202.56万元，同比增长159%。

提升速度，缩短审核时间。今年 5 月
份起，全县国税部门对经营规范、出口固
定、税收遵从度较高的企业，进一步提升退
税速度，按《出口退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函调管理》办法开展日常工作的同时，要
求自受理之日起，保证在 10个工作日内开
具《税收收入退还书》。

“公司申报第一笔退税款 86 万元，仅
仅用时 8 天，这将对企业的运营起到极好
的促进作用。”河南盛鸿纺织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会成说。

确保质量，强化风险管理。年初以来，
该局与县商务局、市国税局等部门共同研
究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方案，对
出口额增长、出口单价变动异常的货物及
时开展函调和评估，防范骗税行为发生。

出口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后，改变了过
去无差别化管理，一人生病、众人吃药的弊
端得以消除，提高了出口退税进度，规范了
出口退税管理，优化了退税服务，提升了纳
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本报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邵静/文
图）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
省教育厅 2015 年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依
法治校年”活动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推进

依法治校进程，让法治走进校园，提高师生
法律意识，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构建和谐文明校园。9 月 22 日，周
口师范学院成功举办2015年“依法治校”主

题演讲比赛。该校纪委、党委宣传部、工
会、学工部、发展规划处、公共艺术教学部、
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比赛并担任
评委。各学院团总支负责人及学生代表
400余人共同观看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该院“依法治校”领导小组
承办。经过层层选拔，共有 17 名选手进入
决赛，紧紧围绕“依法治校、与法同行”主题
展开演讲。演讲中，参赛同学用经典案例
诠释了深奥抽象的法律条文，表达了“依法
治校”的重要性，抒发了“与法同行，从我做
起”的深刻认识。其中 2 号选手从《周口师
范学院章程》入手，结合自身经历阐释了依
法治校的重大意义，并呼吁全体师生遵守
学校章程，争做知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接
班人!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设计学院耿舒
琦、新闻与传媒学院李聪荣获一等奖。

此次主题演讲比赛是该校“依法治校”
系列法治文化教育活动之一，体现了该校
对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高度重视。
同时本次演讲比赛的成功举办，使学生接
受一次良好的法治教育洗礼，更深刻地了
解依法治校的含义，提高法律意识和自身
素养，自觉加入构建法治和谐校园的队伍
中，推动了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入开展。

““与法同行与法同行，，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本报讯（通讯员于亚军）9月18日上
午，郸城县交通运输局在秋渠乡关帝庙
１标施工工地召开农村公路建设现场
会，会议由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巴云芳主持。参与今年农村公路建设
的各标段项目经理、总工、驻地监理、各
分包路段的副局长及质监站全体人员参
加了会议，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于成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与会人员首先到秋渠乡关帝庙 1标
实地检查了工程质量，接着在施工工地
召开了现场会。会上，1 标技术总工王
传东作了施工管理经验介绍，局公路股
股长潘超对施工技术规范及注意事项进
行了现场解说，主管工程质量的巴云芳、
副主任科员王刘中分别发表了意见，质
监站站长刘正标总结了今年农村公路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下一阶段采取的工
作措施做了具体安排。

最后，于成民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认
清形势，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的质

量监管。今年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是确
保省三年行动计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从
省、市到县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
质量，三令五申要求把这项民心工程、德
政工程办好办实。各施工单位一定要以
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严
肃认真的态度，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规范
施工，严格执行四级质量管控措施，切实
保证工程质量。 二是倒排工期，进一步
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时不我待，修
路的黄金季节已经过去，天气逐渐转冷，
必须抓紧有限的施工时间，抓紧施工，对
于不能按时完工的标段，将按照合同约
定进行处罚，并不予验收，延期计量支付
工程款。 三是规范操作，进一步强化农
村公路建设安全措施。各施工单位要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根据施工现
场情况，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十一”前各
施工单位要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对
排查出的问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
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扶沟县司法局
多举措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素华）9月25日，扶沟
县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会议召开
后，扶沟县司法局迅速行动，按照“七个必
须”的总要求，采取得力措施，确保秸秆禁烧
工作顺利进行。

高度重视，责任到人。局党组及时召开
专题会议，对秸秆禁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成立了秋季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局
长刘豪带队，并挑选 5 名业务能力强的司法
行政干警组成秸秆禁烧工作队，到分包的白
潭镇开展秸秆禁烧工作。积极配合，搞好宣
传。该局与分包的翟岗、于庄、河咀、三所
楼、田岗5个行政村联络制作横幅，及早做好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的各项准备工作。通
过悬挂横幅、印发宣传单等形式，在全镇形
成强大的舆论宣传声势。工作队走村入户
宣传禁烧政策，讲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知
识，让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禁烧规定。在做好
秸秆焚烧隐患的排查和清理工作的同时，积
极开展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工作队深入分
包的行政村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积
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
法律服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鹿邑县涡北镇供电所
举办电工法律知识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胡高勇）农电工截留电
费、挪用电费是否构成犯罪？农电工如何在
工作中预防职务犯罪？9 月 16 日，鹿邑县涡
北镇供电所邀请鹿邑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
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镇农电工进行法律
知识培训，并现场解答疑难问题。

“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挪用了电费是
违法的行为，对自己在本职工作岗位上那些
是职务犯罪更是不清楚。”鹿邑县涡北镇电
管站一位姓姚的农电工告诉笔者。近年来，
随着农村电力的发展，农电工涉及的工作面
越来越广、收取的电费数额越来越大。通过
今天的讲座，既提高了农电工的法律意识，
又能预防在工作中违法乱纪，将农电工职务
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本次法律知识讲座上，全镇农电工在
该所所长孙震带领下系统学习了我国《电力
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电力设施保
护条例》、《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和《电力监管
条例》的立法背景、作用及主要内容；相关法
规在供用电中的有关规定；供用电过程中常
见的法律纠纷及纠纷的处理等。

本报讯（通讯员 赵洁）为保障人民
群众节日期间食品药品消费安全，预防
突发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鹿邑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足职能，采取五
项措施加强节日期间应急管理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和责任意识。该局按
照相关工作预案和方案，要求责任到人、
细化措施、分解任务，做好各项应急准备
工作。这些努力确保遇有紧急情况及时
上报，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第一时间就地
予以控制，不打折扣地严格落实节日期
间食品药品应急保障措施和责任。

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该局
集中力量对学校食堂、旅游景区、宾馆、
饭店和承办集体聚餐的大中型餐馆等重
点单位进行专项检查与节日巡查，加大
对月饼、米、面、油、肉制品、儿童食品以
及消费者申诉举报多的食品等加大监督
抽检力度，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全方位、不间断地加强执法检查。

该局始终保持食品药品打假治劣的高压
态势，加大对日常监管中存在的薄弱环
节和突出问题的巡查频次，重点查处无
证经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饭
店使用来路不明的食用油、保健食品违
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和化妆品违法使用
禁限用物质等案件，依法从严从重查处
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严防食品药品
安全突发事件发生。

强化全社会食品安全意识。该局工
作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加大相关法律法
规和食品药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强
化企业第一责任人意识，增强生产经营
者依法诚信经营观念，提高群众食品药
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加强应急值守，局领导在岗带班，
实行 24 小时备班制度。食品药品执法
及相关科室人员必须 24 小时保持通讯
畅通，做到应急车辆、执法文书及设备
落实到位。

郸城县交通运输局

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的质量监管力度

周口师范学院成功举办“依法治校”主题演讲比赛

周口师范学院领导和参赛同学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