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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陕州区法学会

获“全省法学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题片。文章和电视专题片刊发播出后，引
起巨大社会反响，受到了省、市政法委和区
委、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和好评。2016 年，通
过三门峡政法网、三门峡长安网、三门峡宣
传微信公众号、
“ 陕州网事”今日头条号、
“陕州政法”微信群、
“ 三门峡法学会”微信
群等，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日常工作宣传与
交流，全年陕州区法学会会员共在市级以
上主流媒体和网站发稿 3000 余篇，唱响了
政法宣传工作主旋律。三是积极开展“法
律服务进基层活动”，根据工作要求，陕州
区法学会经过积极探索，通过发展基层会
员，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在农村法律服务
工作中初见成效，陕州区学会会员集中开
展各种法律宣传 1200 余次，得到了省法学
会会长刘满仓的肯定和批示，要求全省各
县市区效仿陕州区经验做法进行学习推
三门峡市陕州区委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狄玉华对区法学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广。四是全力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试点
工作。陕州区法学会组织相关部门对在实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少恒 通讯员 李雯
员培训班。同时，积极组织区法学会会员
施过程中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进
璐/文 王伟东 赵生厚/图）近日，从省政法
参加省、市法学会在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行先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介入、先期化
委、法学会传来喜讯，三门峡市陕州区法学
信阳、厦门、呼和浩特等地的培训班。此
解，确保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试点工作高
会被授予“2016 年度全省法学会工作先进
外，积极参加市法学会组织的晋陕豫黄河
标准开局，高质量推进，开展社会稳定风险
单位”荣誉称号，该区成为三门峡市唯一获
金三角法治论坛等活动，举办两期“百名法
评估 25 起，为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此殊荣的县（市、区）。
学家百场报告会”活动；召开学习“鹿城经
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五是加
去年以来年，陕州区法学会按照上级
验”座谈会；召开全区法学会联络员座谈会
强法学会自身建设。按照《中国法学会章
法学会和区委政法委的工作部署，坚持围
议等。二是积极参与法制宣传。去年以
程》，报请组织部同意，于 7 月份召开了陕州
绕大局、服从大局、融入大局的工作思路， 来，陕州区法学会在河南电视台、三门峡电
区法学会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法
积极贯彻落实全国法学会干部培训班及全
视台播出《法治陕州》栏目 10 期；在《检察日
学会领导，建立了区法学会党组；制定了
省、市法学会会长工作会议精神，在推动法
报》
《河南法制报》
《三门峡日报》
《黄河时 《陕州区法学会会员管理办法》，对会员构
学研究、法制宣传、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报》开辟了陕州法治专栏。2016 年 5 月份联
成及入会条件、入会程序、会员的权利和义
新的成绩。一是积极组织各类学术交流活
合《河南法制报》社推出了《平安高地渐成
务、会员管理办法、会员退会及资格取消等
动。陕州区法学会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投资热土》系列文章，该篇文章先后被《河
作出了明确规定，在会员发展上，通过管
的方法,积极开展各种培训和对外交流活
南日报》
《河南法制报》
《三门峡日报》、人民
理，全面加强会员的思想、组织、学风、制度
动。2016 年 4 月份，陕州区法学会联合综治
网、新华网、光明网等 20 余家主流媒体刊
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
办举办了政法系统和各乡镇骨干会员通讯
发。三门峡电视台围绕此篇文章制作了专
力拔尖的会员队伍。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口碑
陕州区狠抓队伍建设受好评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少恒）金杯银
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
百姓的夸奖。三门峡市陕州区政法纪工
委通过加强政法干警的思想政治建设、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开展纪律
作风整顿、强化干警业务素质等措施，狠
抓政法队伍建设，坚持政治建警、素质强
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并重，确保政法
队伍呈现出忠诚、务实、干净、担当的良
好队伍形象，
受到全区干群好评。
一是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该区
政法委把“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等活动
充分结合起来，通过组织召开动员会议、
座谈会、党课和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全面
加强政法干警的思想政治建设。二是严
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该区政
法委组织政法各部门不断强化领导干部
“一岗双责”责任意识，各部门主要领导
与区委、分管领导与单位逐级签订《责任
书》，班子成员进行了廉政公开承诺，落
实到位。三是深入开展作风纪律整顿活
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该区政法纪工
委制订了《政法委机关作风纪律专项整
治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专门的领导
小组，针对“四风”
“ 庸懒散拖”等方面内
容，进行公开承诺，签订承诺书。四是
全面强化干警业务素质。全区政法干
警呈现出热爱群众、服务基层的良好工
作作风，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700 余起，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1380 余件，破获各类
刑 事 案 件 535 起 ，抓 获 各 类 嫌 疑 人 314
人 ，该 区 始 终 对 违 法 犯 罪 保 持 高 压 态
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执法安全满意
度显著提升，在全三门峡市排名第一，
为全区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法治基础。

为了进一步提高民众消防意
识、掌握消防知识，做到安全自
检、隐患自改，全面提升景区志愿
者应对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近

日，三门峡市公安消防支队陕州
区大队对地坑院景区志愿者进行
消防知识培训。
通讯员 张平乐 王丽 摄影报道

陕州区区委政法委

开展
“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雯璐）为扎实推
进“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集中学习教育
活动，在政法系统上下迅速掀起学习教
育热潮。近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区委政
法委召开集中学习会，传达市、区纪委关
于开展“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集中学习
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并对学习教育活
动进行安排和部署，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要清楚地认
识到，集中学习“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
是纪检监察机关坚守职责定位、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纪检监
察机关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迫切需
要，是落实省纪委“执纪者必须带头学纪
明纪”要求的重要措施。二是要强化自
主学习。纪检监察干部要扎实、认真、逐
条逐句研读，不走捷径、不走过场，边学

边悟边用，确保学习活动取得实效。三
是加强组织领导。把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三严
三实”活动结合起来，力争学习教育效果
最大化。四是结合实际学好用好。以解
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查找机关和个人
存在的不足，制定整改措施，努力形成一
批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会议最后强调，大家要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
作作风，多措并举、迅速行动，把活动抓
实、抓细、抓出成效，促使干部职工深入
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使“一准则一条例
一规则”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
提高监督执纪水平，确保集中学习教育
活动顺利开展，取得预期效果。

陕州区委政法委
开展党规党纪知识测试
本报讯（通讯员 南富婧）为了进一步增
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纪律观念和
廉洁自律意识，日前，三门峡市陕州区区委
政法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党规党
纪知识测试。
此次测试采取自行命题、集中考试、闭
卷作答的方式，领导班子带头、全体党员共
同参加。考试中大家认真审题、独立思考，
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后，该委将组织考试
情况、考试成绩报区纪委，并将党规党纪考
试成绩计入干部廉政教育档案。此次测试
既是对党员干部理解掌握党章党规知识的
一次“体检”，又是对当前党章党规党纪学
习成果的一次巩固提升；进一步激发党员
干部学习领悟、遵守维护党纪党规的自觉
性、积极性、主动性。

陕州区区委政法委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受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介荔梅）三门峡市陕州
区区委政法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
关于加强对执法机关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
工作精神，深入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和案件
评查活动，推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
新和公正廉洁执法，全区涉法涉诉信访形
势明显好转，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一是强化对政法机关执法活动的协调
监督。结合该区实际，重点对一些久拖不
决的涉法上访案件，对几起多年未能结案
的案件，统一了思想，落实了办案单位。通
过全面协调监督，有力地促进了各项执法
工作。二是搞好涉法上访工作促进社会稳
定。以“两学一做”为抓手，在全区集中开
展了涉法信访专项治理活动，要求政法机
关的信访、控审部门对一些历史积案，本着
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并作出相应的
结论。三是提升案件评查工作质量。 根据
市委政法委的统一安排，区委政法委组织
工作组，对全区政法系统 20 件到京、省、市
上访案件进行自查，以赴省进京上访案件、
重信重访案件、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多次
交办没有结案的案件为重点。政法各部门
对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进行了一次彻
底排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
整改意见。四是为来信来访群众解决实际
难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场予以解答，
并指定落实单位和负责人，规定办结时限，
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实行领导挂牌督办，
同时建立与上访群众联系制度，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时时研究，以便适时向上访群众
反馈落实结果，切实为民办实事。

陕州区
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娟 王伟东）为进一
步强化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营造浓厚的爱
路护路宣传氛围，近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区
委政法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区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要求，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对
管内沿线治安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制定有
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措施，抽调专人对
宣传教育活动进行组织安排、督导检查，辖
区有高铁线路的乡镇要将高铁沿线宣传教
育作为活动重点。区交警部门要组织开展
辖区机动车驾驶员的宣传教育，并与机动
车驾驶员签订安全协议。教育部们要督促
铁路沿线中小学校举办安全知识讲座、主
题征文、演讲比赛，开辟宣传专栏，组织学
生观看铁路安全知识图解、宣传片，致学生
一封信等，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的爱路护
路和安全常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