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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 让法律走进百姓心坎里
心提示核

□记者 赵新菊尚迪 张东/ 文图

片段一
8月 10日 9时，杞县建设路中段，杞县司法局公明法

律服务所里，前来咨询、委托法律事务的人络绎不绝。
62 岁的崔老汉家住 5 公里外的楮皮岗村，这是他第二次
到这里，法律服务所的律师贺成生已经帮他写好了起诉
书。

7 月 13 日，崔老汉的儿子、儿媳遭遇车祸，肇事司机
有意逃避责任。崔老汉没办法，只有走法律途径，可自
己又不懂法。幸好，法院对面就有几家律师事务所，还
有司法局的法律服务所。崔老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信
任的律师，诉讼的事都交给律师来办，再也不用发愁了。

片段二
“那两家的彩礼纠纷，终于调解得有眉目了……”

“群里今天发的法律知识，你学了没？”“法律书箱里的书
不能带走，不方便大家看，能不能再多配几份？”杞县五
里河镇七里堂社区里，10名“法治堡垒户”的户主正在沟
通交流。

社区广场旁的墙上，有两组 1.8 米高、3.6 米宽的瓷
砖，瓷砖上画着法治宣传画，讲解了抚养子女、忠于婚姻、
土地流转、环境保护等农民最常用到的法律知识。

宣传画附近有一家“法治堡垒户”，“堡垒户”家的法
律书箱里装着《农村常用法律知识》《青少年法制教育读
本》等书籍，所有村民都可以来看。

“我们村有 10 家‘法治堡垒户’，100 个法律明白人，
都是大家报名后选出来的。哪个村民有法律问题，都可
以找我们。谁家有矛盾，我们要负责化解。农村里的细
事、小事、上不了台面的事，我们通过普法给解决掉，不留
后遗症。”“法治堡垒户”户主徐远前说。

片段一
5 月 15 日下午，杞县检察院侦查科科长栗芳军

到杞县大同中学，给学校师生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法
治教育报告会，并为学生发放了《送法进校园法律读
本》。

栗芳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结
合真实、生动的案例，就青少年为什么要学习法律、青
少年犯罪的特点与表现和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进行
了重点讲解，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片段二
2013 年 7 月，杞县检察院建成开封市首个“预防

青少年犯罪普法教育基地”，精心选取了近年来在全
国青少年中常见的典型违法违纪案件及发生在教育
系统的部分职务犯罪案件，共有展板 60 多块，融文
字、图片、实物、场景于一体，从“时不我待、罪恶之
果、深刻启示、筑牢防线、为了明天”五个方面，全面
剖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源和严重危害性，结合
案例释法答疑，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和措
施。

基地建成后，杞县检察院专门从自侦、侦监、公
诉、监所、犯罪预防等部门选取业务骨干组成宣讲团，
定期或不定期分批组织全县教职员工和中小学生到
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法治教育。

片段一
2016年2月，朱仙镇74岁的老李因房子的

所有权问题与大儿子小李发生矛盾，小李抢占
了老李的房屋，还毁坏了房屋门锁和家具，又
偷卖了老李的小麦和玉米。家庭矛盾不断升
级，李老汉无法安享晚年。

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朱仙镇派出所所长
刘金钟得知此事后，与当地居委会主任马兆
龙、治安主任刘国有一起了解情况，展开调
解。他们告诉小李，按照法律规定，父母死
后，子女可以继承遗产，但遗产的继承权是与
赡养义务挂钩的，如果不好好赡养父亲，反而
侵害父亲的权利，就可能丧失继承权。

在大家的努力下，老李和小李达成了和
解，他们协议约定，小李和老李的其他 3 个子
女一起赡养、照顾老李。将来老李去世，老李
的4个子女共同协商，或按照《继承法》的规定
继承老李的财产。老李和小李还同意，以前发
生的争执既往不咎，今后全家人和睦相处。

片段一
6月1日，开封市一房地产工程雇用的20多名农

民工被拖欠工资，他们拉起横幅走上郑开大道，导致
交通拥堵。开封市公安局金明池派出所迅速出警，
很快使交通秩序恢复正常，并依法拘留了 4 名带头
人员。

民警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虽然农民工讨薪的手
段不合法，但工资是他们的血汗钱，我们不能坐视不
管。”金明池派出所所长金念庆、副所长闫金柱和治
安大队教导员袁家亮把双方当事人叫来，让金明池
派出所公调中心从中调解。最终，双方握手言和，项
目建设恢复正常，农民工要回了自己的工资。矛盾
圆满化解后，双方当事人均送来了锦旗。“民警帮我
把钱要回来，拘留我也认了。”其中一名农民工说。

片段二
2016年12月，河南晖达嘉睿置业有限公司位于

开封新区的一处工程开工，工人进工地时与当地居
民发生矛盾。金明池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10分
钟内赶到现场，化解了这场冲突。

在此后的施工过程中，派出所民警每月都会来
三四次，询问工人有没有遇到困难，工地上是否有矛
盾，并向工人进行普法宣传。工程项目负责人赵先生
对此很有感触：“因为民警定期来普法，工地上的矛盾
比以前少多了。现在每个工人都知道，有什么事都不
能动手。”

开展送法进基层活动

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问

法律书箱里装着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书籍法律书箱里装着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书籍

发放法律知识手册

古老的黄河南岸坐
落着一座城市。从夏朝
开始，先后 8 个朝代曾在
这里定都。老丘、启封、汴
梁、东京……都曾是她的名
字。这座城市，今天的名字
叫开封。在这座城市里，处
处有历史，处处有文化，也处
处有安宁，处处有欢声。城市
的历史与文化是岁月的积淀，
而百姓的安宁与欢声，则是无
数政法干警努力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
发，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全面
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战略部署。

2013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对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
示，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要
求。随后，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
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
治国新局面。

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繁重
政法维稳工作任务，开封市政法
战线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忠诚履
职，务实重干，确保了 全 市 社 会
大 局 持 续 稳 定 ，政 法 各 项 工 作
取得新的进步。中共开封市委
常 委 、政 法 委 书 记 王 新 军 说 ：

“全市政法战线和各级党政干
部一定要强化政治担当，树立
底 线 思 维 ，增 强 忧 患 意 识 ，宁
可把问题看得多一些，把困难
看得重一些，从思想上、工作上
做足做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
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的充分准备，提高
工 作 前 瞻 性 、预 见 性 、主 动
性，坚决打赢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这一仗。”

这 5 年，我国发展取得
了辉煌成就，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夯实了基础。开封市的
政法工作，是这些成就
的缩影。通过在工作
中不断创新，政法干
警们把法律服务送
到了百姓的门口，
把法治精神送进
了百姓的心里。

2016年初，杞县司法局将5个法律服务所整合
为杞县公明法律服务所，集中办公，统一受案。既
方便了群众，又规范了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截至目
前，公明法律服务所共为群众免费解答法律咨询
1200余人次，为困难群众减免费用40余万元。在
此基础上，司法局整合律师、司法鉴定和法律援助
等资源，依托公明法律服务所，将建设路建成了法
律服务一条街。“今后还要不断扩大影响力，让大家
遇到纠纷时，第一时间想到来建设路，通过法律解
决问题，把建设路建成一条‘法治路’。”杞县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米晓晖说。

按照中央宣传部、司法部“七五”普法规划的
要求，杞县开展了法治进乡村“百、千、万”工程，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中心，利用一年时间，在全
县农村建成100个法治重点村，培植1000个“法治
堡垒户”，培养 10000 名法律明白人，充分发挥他
们的辐射带动作用，做到培育一村、辐射一乡，培
植一户、带动一片，培养一人、影响一族，进而改变
广大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
现状，逐步形成懂法、信法、爱法、守法、护法的法
治新农村格局。

成果背后

建设教育基地
送法进校园

成果背后

杞县检察院党组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
预防工作，敢于在工作上大胆创新，把预防和减
少青少年犯罪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紧抓好，积极引导、配合学校、社会和家庭开展
预防青少年犯罪教育活动。除建设“预防青少
年犯罪普法教育基地”外，杞县检察院还设立信
箱、公布咨询电话，针对未成年人的困惑，提供
法律帮助，随时解答未成年人的法律咨询。

通过开展法治讲座，杞县检察院让广大师
生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了法律文化，深刻领会到
违法犯罪对己对人的巨大危害，进一步增强了
未成年人的知法、学法、守法、护法观念，预防和
减少了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巧用新媒体手段
送法进民心

“经济建设需要公安机关保驾护航。”从
2016年开始，开封市公安局金明池派出所在辖
区全面推动“护航行动”深入开展，优化了重点
项目和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有效打击了强行阻
工、强装强卸、强揽工程等恶意阻挠项目建设和
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发生的
现行案件、事件，该派出所做到闻警而动，快速
反应，并通过标语、横幅、通告等方式，深入宣
传。“护航行动”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企业
和建设项目单位的好评。

成果背后

20142014年年1010月月，，朱仙镇派出所开始朱仙镇派出所开始
推行治安主任管理机制推行治安主任管理机制。。治安主任治安主任
是各村村委组织群众选举出的在村是各村村委组织群众选举出的在村
里有威望里有威望、、大家信得过的党员大家信得过的党员，，由派由派
出所集中管理出所集中管理。。治安主任有协助民治安主任有协助民
警维护村庄治安警维护村庄治安、、参与纠纷调解参与纠纷调解、、提提
供便民服务供便民服务、、进行法治宣传等多方面进行法治宣传等多方面

的职责的职责。。
治安主任管理机制将矛盾纠纷治安主任管理机制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减免了流血受伤案事件减免了流血受伤案事件
的发生的发生。。民警和治民警和治安主任联动巡逻安主任联动巡逻，，
最大限度开展防范工作最大限度开展防范工作。。治安主任发治安主任发
挥为民便民作用挥为民便民作用，，让群众让群众““少跑腿少跑腿”，”，有有
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全感。。

片段二
2016 年 10 月的一天，一大清早，开

封市祥符区朱仙镇腰铺村村民组成的
巡逻队在巡逻时，发现一名骑着电动三
轮车的男子形迹可疑，于是上前盘问。
该男子丢下电动车逃跑，巡逻队立即展
开追捕。当地群众防范意识很强，先后
有十几名村民加入追捕队伍，最终成功
将该男子围堵。果然，该男子的电动车
是偷来的。

朱仙镇派出所民警顺藤摸瓜，挖出一
个由6名人员组成的盗窃电动车团伙。此
后，当地丢失电动车的案件明显减少。

“在我们的‘平安朱仙’微信群里，
哪个村有警情，有矛盾，有需要办事的
群众，都能看到，各村、各部门能及时联
动，处理警情，化解矛盾，群众办理上户
口之类的业务也更方便了。”腰铺村治
安主任寇胜利说。

成果背后

送法进校园

送法进乡村送法进乡村《《宋都调解宋都调解》》法治电视栏目为法治电视栏目为““七五七五””普法宣传阵地普法宣传阵地

——开封市平安建设工作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