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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保障 高效推动
把党的领导一以贯之

组织领导的力度决定着落实推进的程
度，“六五”普法期间，焦作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五大班子分
管领导为副组长、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的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将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始终坚持

“党委统一领导、一府两院实施、人大、政协监
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始终坚持

“谁主管谁普法、谁主管谁治理”的责任机制，
不断强化职能部门的主管职责和社会责任，
引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了党委统一领
导，各方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责任落实机
制。始终把普法依法治市工作装在心里、抓
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努力把普法依法治理
和法治焦作建设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图景。
5年来，全市共投入普法经费2760万元，为推
动法治宣传、法治创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保障。

抓住关键 突出重点
形成尊法学法浓厚氛围

坚持全面覆盖和突出重点结合，针对不
同群体，确立重点普法对象，创新普法宣传形
式，不断推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学法制度
化、常态化、青少年学法普及化、企业经营人
员学法实用化、群众学法多样化，营造全社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大环境。

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学法制度化、常态
化。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进一步提
高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推进工作的能力。
建立领导干部法治讲座和学法用法考试考核
制度，5年来，全市先后举办各级各类领导干
部法治讲座 200 余场次，听课人数达 10 万余
人次。突出以考促学，坚持把公务员法律知
识教育培训列入干部培训规划，确保学习时
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

青少年学法普及化。该局连续 10 年组
织开展“法在校园”系列活动，为 1100余所学
校配备了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讲座 3500余
场。通过组织青少年法治教育巡展、法治文
艺会演、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有
效推动全市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开展。

企业经营人员学法实用化。该局挑选
300余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全市重点企
业结成对子，每月至少深入企业一次，为企业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累
计培训达10万余人次。

农民（居民）学法多样化。该局先后组织
开展“送法下乡”“送法入村”“法制电影展
映”“梨园春”法制文艺演出和“关爱农民工
送法进工地”等活动 300余次，印制农民学法
用法读本 5 万册发放到农村群众、城镇居民
手中。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该局发放各类法律知识书籍 10万本、宣传资
料30万份，举办各类法治培训班200余期，办
宣传版面3000多块，受教育群众100万人。

示范带动 政府引领
全面推进法治焦作建设

坚持高目标定位、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实
施，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推进法治焦作创建
步伐。

政府引领法治创建。该局以创建法治型
机关为重点，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先后审
查、清理规范性文件 600余件，市本级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减少到了 134项。持续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推
行政府权力清单，建立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推
进行政服务大厅一站式服务，政府行政行为
进一步规范，行政效能进一步提升。在全省
率先开展了法治型政府、法治型机关创建活
动。5年来，全市共有39个单位被命名为“法
治型政府”“法治型机关”创建示范单位，政府
各部门的执法行为更加规范，为全市经济转
型、招商引资和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投资

环境和法治环境，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推动社会法治创建。该市以建设法治社

会为目标，全面推进多层次依法治理。积极
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活动；不断深化专项依法治理。大
力建设“矛盾调处化解大平台”。以构建市、
县、乡、村四级矛盾调处化解平台为契机，创
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强化人民调解工作保
障，优化人民调解职能作用，着力构建信访接
待、法律咨询、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四位一
体”覆盖全市城乡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
台。全市共建成乡级调委会 106 个，村级调
委会1962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79个，为
基础司法所新增工作人员 193 名，聘任专职
人民调解员2456人，落实专项经费694万元，
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24510件，基本实
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
盾不上交”。

全面拓展基层法治创建。该局持续开展
“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诚信守法企
业”“依法办事示范单位”等基层法治创建活
动，一年一个主题、一年一个项目，逐年提高
基层法治创建的层次和水平。全市共有个 7
行政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5 个行
政村（社区）被评为全省十佳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186 个行政村（社区）被评为全省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丰富载体 拓宽阵地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积极创新形式、丰富载体，不断增强普
法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让普法
宣传更接地气，法治文化真正融入群众文
化生活中。

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全市有
专业和民间法治文艺演出团队 28 个，常年
活跃在基层农村社区，利用每年春节等重
大节日和传统庙会的机会，通过舞蹈、戏
剧、歌曲、小品、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宣传法律知识，使广大群众在娱乐中接
受法治文化的熏陶。

积极开展主题日法治文化活动。每年的
“3·8”妇女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3·
23”世界气象日、“6·5”世界环保日、“6·26”国
际禁毒日、“12·4”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
期间，该局组织市、县、乡、村四级开展声势浩
大的法治文化活动，整个活动点多面广、形式
多样、亮点纷呈。

切实加强法治文化作品创作。该市先后
推出了青少年法治教育、领导干部廉政教育
等系列读本6部；投资20余万元，组织创作拍

摄法治微电影 5 部，较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
群众对法治文化的需要。

不断扩大法治文化阵地。该局持续推进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先后建立青少年法治教
育基地 15 个，大型法治公益广告栏 60 余个，
法治游园 8个，法治街区 15个，法治长廊 100
余个，法制园地 4000 余个；全市各级各部门
利用 80 多个广场大型视频、100 多个机关楼
体视频、1000 余个单位 LED 显示屏，全天候
播放法治类公益宣传广告。积极探索“互联
网＋法治宣传”新模式，市、县两级全部建成
了官网、微博、微信、手机报四大普法平台。

服务中心 普法为民
让群众共享法治建设成果

紧贴全市发展大局、社会稳定和群众法
律需求，实现普法为民，法治建设成果由群众
普遍共享。

紧贴发展大局，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全市紧紧围绕“双十”工程、大企业集团
培育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整合律师公证
法律资源，为党委政府依法决策和企业依法
生产经营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今年以来，该
局先后为市委推荐了 34 名优秀律师作为市
委的法律顾问人选，为企业审查合同 1750
份，出具法律意见书36件。紧紧围绕南水北
调绿化带征迁，选调60名优秀律师免费为征
迁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组织法律宣讲团对群
众关心的征迁政策、安置办法、补偿标准等进
行解疑释惑；组织专业律师团队，配合市南水
北调指挥部做好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积极
推行法律顾问制度，为全市 1200 余家政府、
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办理法律事
务2600余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亿元。

紧贴社会和谐定，扎实做好法律服务工
作。该局在全系统广泛开展“法律服务双百
活动”，即在全市 1200 家规模以上企业中，
选择了 100 家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税收贡
献大的企业，在全市 188 个贫困村中选择
100 个贫困村，抽调 200 名律师、200 名司法
行政工作人员和 200 名乡镇司法所干警，组
成 200 个 3 人服务小分队，与百企百村结对
面对面进行服务。重点为企业发展、贫困
村脱贫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解决企业和
农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涉法问题，
化解企地之间、劳资之间、村民之间的各种
矛盾。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共走访企业 120
余家，对接贫困村 130 多个，建立问题台账
200 余份，为企业、农村发放《法律知识口袋
书》1 万余册，印制发放外出务工人员明白
卡 1 万张。先后为 110 余家企业开展了法治
讲座，培训企业法律骨干和企业管理人员
6000 余人，发放各类普法宣传用品 3 万余
件。帮助企业审查经济合同 600 余份，代理
法律事务 800 余件，帮助企业追回欠款近亿
元，开展农村法治讲座 100 余场次，为贫困
村协调提供资金帮助 100 余万元，提供扶贫
项目支持 100 余个，调解贫困村矛盾纠纷
1100余起，提供法律咨询8000余人次。

紧贴法治焦作建设，深入推进普法依法
治理。该局围绕“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大会战，大力实施“法治
宣传 2017专项行动”；持续开展“法律七进”，
突出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学法用法工作重点，
加大反恐防暴、反间谍、反邪教、防电信诈骗、
防非法集资和生产安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
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有效提升广大
群众的防范能力。围绕南水北调绿化带征地
征迁、大气污染防控、黑臭水体治理、“反邪
教”宣传教育、“村霸”问题专项整治等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顺应群众期待，回应
社会关切，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依法理性解决问题。制定了《焦作市“谁执法
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落
实普法依法治理主体责任，建立普法责任清
单制度，推动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主体责任，
切实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到实处。今年以
来，全市共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和法
治讲座8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受
教育群众达60余万人次。

普法进校园

送法进社区

焦作市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市

法治焦作建设驶入快车道
□记者 刘华 通讯员 赵春霞/文薛勇 王超/图

一座城市的转型发展，必将是高度法治的支撑。法治给力，撑起焦作文明平安祥
和的蓝天；法治护航，保障了焦作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焦作市司法局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积极主动作为，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断深化法治宣传，大力繁荣法治文化，扎实推进依法治
理，全面建设法治焦作，努力推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创新发展，以法治护航，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为全市加快推进“四个焦作”建设、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中原崛起中
更加出彩保驾护航。焦作市先后获得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城市、“六五”普法先进城市，
被全国普法办确定为全国普法联系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