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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南阳

本报讯（通讯员 马熔炉 张卫东 袁博）
今年以来，内乡县公路管理局综合治理和
平安创建工作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以落实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和安全生
产“一岗双责”为保障，以加强治安防范和
基础建设为手段，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共
同努力，确保了公路系统持续稳定，为该县
公路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
安环境。

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实施
该局党委高度重视平安建设工作，始

终把此项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做到
与各项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
同落实。年初分别以局文件形式，安排部
署了2017年平安公路创建安全生产及消防
工作实施意见。根据点多、线长、面广的特
点，分别成立以局长马熔炉为组长，副主任
科员张卫东为副组长，各单位、各股室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和反邪
教创建领导小组，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平安

建设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强力推进平安建设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广泛宣传 增强安全意识
该局充分利用学习会议、培训班、知识

讲座，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媒介，坚持不
懈地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今年积极参与
县安委会和县综治委组织的平安建设一条
街、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标语、
横幅、安全教育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以“平
安公路”“消防安全讲座”等活动为载体，广
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着力增强
安全发展意识。

夯实责任凝聚共管合力
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局属各单位

和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既要对所在岗位应
承担的具体业务工作负责，又要对所在岗
位应承担的安全工作负责，建立健全领导
班子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既具有工作职
能，也有安全生产职责。局与各单位、各股

室签订了综治及平安建设、安全生产及消
防目标管理责任书，坚持“属地管理”和“谁
主管、谁负责”、“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以强基础、严规范、重监管、练内功为
主线，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落
实责任追究，做到职责明确，形成人人参
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巩固基础 保障措施落实
该局在平安建设工作中，认真贯彻落

实《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制定
了门卫值班制度，加强了人力、物力、财力
的投入力度。对局机关用电线路及网线
进行了升级改造，安装 LED 滚动显示屏，
机关大楼及院内张贴“平安建设”宣传标
语，并对消防器材进行更换。认真落实

“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
制”和“重大案件查究制”。坚持遇事必
查，违纪必究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各项
措施，切实把平安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打基础 创品牌 上水平
——内乡县创新普法工作纪实

近年来，内乡县为巩固深化“全国法
治教育先进县”创建成效，坚持把法治文
化基础建设作为贯彻落实“七五”普法规
划的重中之重，按照“打基础 上水平 显
成效”的工作思路，发掘自身特点和优
势，打造县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创新
普法宣传形式，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在全
社会营造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法治氛围。

强化法治阵地建设
提升全县法治文化水平

结合“七五”普法工作的开展，把法治
文化阵地建设列为“七五”普法一项重要内
容，制定2017年法治创建任务清单，在县乡
村大力开展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围绕地域
优势构建“一乡一品牌、一村一特色”宣传
阵地。围绕县衙旅游景点建立全民法治教
育基地。依托县衙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挖
掘整理法治名人故事、法治典故等文化资
源，打造具有历史特色的法治文化阵地；充
分利用地质广场、梨园山庄地缘优势建设
法治公园。在地质广场、梨园山庄分别设

立大中小型宣传版面168块，以《宪法》和居
民常用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在潜移默化
中增长居民的法律知识；围绕滨河游览区
设置灯杆标语打造滨河路 3 公里长的法治
文化长廊；在全县 16 个乡镇布设法治文化
广场、法治文化长廊或文化街；在每个行政
村（社区）建立法治宣传专栏、法律图书角
和法治文化墙。内容以宪法和群众生产生
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为主，向群众宣传法律
知识。基础阵地建设显现了县乡村法治创
建的成效。目前，在保持全国法治教育先
进县的基础上，该县已有 13 个乡镇、57 个
村委被省市普法办命名为市法治乡镇和省
市民治法治村。

围绕普法重点人群
推进普法工作全面开展

内乡县结合实际，不断创新普法教育
形式。重点推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
工作。法治内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积
极与组织、宣传、文化部门结合，利用党
校、活动中心、培训基地等阵地组织专题
培训，将普法考核纳入领导干部提拔任
职、中心组学习和年度培训一项重要内
容，党委（党组）中心组、政府机关各部门
坚持每季度集中学法一次，进一步提高各
级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
展和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以“法
律六进”为载体，整体推进普法对象的学
法工作。制订了《关于深入开展“法律六
进”活动的实施方案》，建立完善督查机
制，在全县打造“七五”期间 12 个“法律六
进”普法示范点，总结经验加以推广。通
过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法治学校”

“诚信守法企业”“民治法治村（社区）”等
活动在机关、学校、企业、乡村、社区、单位

建长廊、制展板、设书屋、演讲比赛、考试
测试等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组织开展普法“大讲堂”活动，向
基层延伸普法工作。该县调整充实了由
律师及基层法律工作者 23 人组成的“普法
讲师团”，召开专门会议，定人定课件定规
划，对县直行政执法部门及乡镇、村（社
区）干部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轮训辅导。
同时，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指导
行政执法单位制定普法规划，印制普法教
材，组织广场宣传、建设法治宣传长廊、开
展法治演讲比赛、法治书画展览等形式，
普及部门法律知识。深化法治文化建设，
扩大普法覆盖面。进一步丰富“内乡普法
网”栏目，及时更新普法教育内容。持续
开展法治巡回宣传活动，定期与县委政法
委结合组织开展平安建设法治宣传月活
动，县直各单位及各乡镇通过广场法治宣
传，宣传车下乡巡回宣传、集中咨询、印发
彩页、悬挂横幅、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法治宣传活动。还先后组织
开展了“三下乡”“双创”“送法到军营”等
法治宣传活动。强化法治艺术团宣传效
果，适应基层法治文化需要。今年，新编
节目 4个，组织义务演出 60余场。

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营造法治内乡良好氛围

通过多种形式，调动各部门参与的合
力。紧紧围绕县委政府工作重心，抓住县
委、县政府各个阶级重点工作和时间节
点，组织有关执法部门和单位，统一制作
展牌、宣传挂图、宣传采页等，深入乡村和
社区通过现场咨询、版面展出、发放宣传
书籍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按照“谁执
法、谁普法”的原则，充分利用各种宣传
日，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开展区域性、
广泛性的普法宣传活动。积极组织开展

“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月活动。全国宪
法日当天，组织全县 80 多个相关部门在县
衙广场、邮政广场组织开展了以大力弘扬
宪法精神宣传活动，把全县的法治宣传活
动推向新高潮。

阵地、载体及联动机制的形成，为内
乡法治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内乡
县法治建设步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意识明显增强。内乡连续 8 年荣获“全
省平安建设先进县”、连续 7 年荣获“全省
信访稳定先进县”荣誉称号，在全省公众
对社会法治环境满意度调查中，连续 4 年
位居南阳市第一。法治建设为内乡县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郭琨 通讯员 卢
志武 裴爱华）为全面贯彻落实新《环
保法》，从严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严防
各类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内乡县环保
局采取严格措施，加大执法力度，铁腕
治污，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努力打赢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全县环境质
量不断改善。

强化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大家环
保意识。借助新闻媒体及环境宣传
日，对新《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大力宣传，努力提
升大家环保意识。

加强环保队伍建设，提高环境执
行能力。提请县政府下发了“内乡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监
管执法的通知”，明确了环境监管执法
工作重点、方法措施及各乡镇、县直有
关部门、企业所承担的责任。要求环保
部门对环保法律法规学深学透，在执法
工作中能够做到运用法律条文准确、量
罚措施得当、环保处罚到位，不断提高
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环保工作需要。

开展环保专项行动，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由县政府牵头，各职能部门配
合，组织开展了“小散乱污”企业整治、
北部山区矿山整治、城市内河整治、畜
禽养殖污染整治、烟花爆竹治理等专项
行动，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对未批
先建、违法排污、超标排污等，实行按
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关
闭取缔、行政拘留等措施，出重拳，严
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今年来，共开
展环保专项执法 20 多次，对 20 余家白
灰窑、16 家塑颗粒加工厂、70 家石材
加工厂等落后产能予以关闭，按照“四
个到位”原则关闭取缔“小散乱污”企
业 248 家，对城区范围内 3000 余家散
煤燃烧设施进行拆除，完成了 90 辆黄
标车淘汰任务，注销了城区范围内 92
个烟花爆竹销售点等，同时做好环保
后督查，检查已关闭的企业是否出现
反弹，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共同打击
环境污染犯罪。该局与该县公安局、
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联合成立环保联
动执法机制。法院加大对环境违法案
件的强制执行力度，公安和环保部门
建立案件联合查处、案件移送机制，涉
嫌环境违法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检察院和环保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环保局每月把环保处罚情况、申请
法院执行情况等，及时向检察机关通
报，做到信息共享。同时，公、检、法、环
保部门建立会商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通报环保执法信息，会商重大环境
案件，研究解决环境执法难点，形成对
重大案件联合行动，联合查处机制，有
效惩处环境污染犯罪。

内乡县环境保护局全力
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法律服务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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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戏曲下乡演出

内乡县公路管理局 全面提升平安单位创建水平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严查环境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