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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警方

护航节会彰显战斗力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刘鑫 王阿斌）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
化旅游节和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
易会（以下简称“一节一会”
）于 5 月 30 日
圆满闭幕，三门峡警方出色地完成各项
安保任务，实现了“六个不发生”的工作
目标，向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市民交上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工作预案“零疏漏”、工作部署“零缺
陷”、执行过程“零偏差”、执行结果“零失
误”。
“ 一节一会”前夕，安保常务副总指
挥长，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杨宗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长

廷，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正民带
领相关警种、部门负责人深入各项活动、
赛事等举办场地踏勘，就道路交通、消
防、治安管控等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5 月 22 日，在盛会开幕前夕，副市长
李杰深入三河广场、陕州公园草坪广场、
文博城运动广场等活动场地实地查看，
并就存在问题进行现场研究，确保各项
措施和工作无缝对接。
在“一节一会”期间，该市公安民警、
辅警、消防官兵和保安队员历经七天七
夜，为了 19 项大活动的安保工作驰而不
息地坚守岗位。百余台警车昼夜穿梭，

确保各项安保任务圆满完成。
5 月 26 日至 28 日，第三届渑池“魅力
仰韶行”、
“第十二届全国双胞胎漂流大
赛”、第五届函谷论道穿越千年函谷关、
“陕州地坑院杯”第九届全国山地自行车
邀请赛、横渡母亲河等活动相继举办，各
区域安保单位负责人靠前指挥、周密部
署，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各司其职，高度
戒备，
工作有条不紊。
“一节一会”期间，全体安保人员服
从命令、听从指挥、履职尽责，充分展现
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
斗”
的优良作风。

检察开放日
5 月 31 日上午，卢氏县人
民检察院组织开展以“关爱祖
国未来，擦亮未检品牌”为主
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吴文峡全程参
与活动。市县级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各界人
士和媒体记者等 20 余人受邀
参加此次活动。
滕鹏飞 摄影报道

湖滨区法院
一把手上党课
本报三门峡讯 5月24日，
三门
峡市湖滨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党
立新以《忠诚奉献 担当律己 做一
名新时期合格共产党员》为题，为
区法院、区民政局、区残联全体党
员干部上党课。湖滨区纪委监委
驻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兰朝霞主
持活动并就监察法作专题辅导。
党课上，党立新从四个方面
深入浅出剖析合格党员应具备的
素质：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做
到对党忠诚；二是甘于奉献，始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敢于
担当，始终做到尽职履责；四是廉
洁自律，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兰朝霞从监察法填补权力监
督空白、强化自我监督、谁来监督
监委等方面对监察法进行阐释和
解读。
参加党课学习的党员纷纷表
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努力做一
名
“忠诚、
奉献、
担当、
律己”
的新时
期共产党员。
（陈华 南军 张传新）

新时代，
最美法律服务人——
□记者 马建刚
从流动调解到“跨村连片”和“三公
三调三解”调解模式，李宁推出的每一个
调解新模式都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推
进了人民调解工作。
李宁是三门峡市司法局基层工作指
导科科长。工作中，她不断探索人民调
解工作新机制，推出调解工作新模式。
2012 年以来，在继续推广湖滨区流动调
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她与科室人员在
全市范围内推广了“跨村连片”和“三公

党建传真

焕发生机范里村
□记者 马建刚 特约记者 孙静
范 里 村 是 卢 氏 县 的 贫 困 村 ，全 村
1040 户，耕地面积 1500 亩，人均耕地不足
0.5 亩。自范里村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后，
这个有 2000 多年历史的村焕发了生机。
“我们村有党员 74 人，村党支部要带
领广大党员服务村民生产生活。”驻村第
一书记庞哲洋说，
“ 村里每年都开展‘好
婆婆’
‘好媳妇’评选活动，对每位准大学
生给予 3000 元到 5000 元的奖励，近两年
有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
”
村党群服务中心内设图书阅览室，
有棋牌等娱乐设施，为群众文娱生活提
供便利。庞哲洋说，村党群服务中心为
村党支部和群众架起了“连心桥”，16 名
村党员干部轮流坐班，建立详细台账，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件件有回音。
“有一次，我值班，一位患有帕金森
病的老太太蹒跚走进来。我询问后得
知，她想去镇上的银行取钱，但儿女又都

在县城打工回不来。于是，我把老人送
到镇上的银行。输入取款密码时，我回
避了，老人将我拉了回来，把密码给了
我。她说：
‘ 我信村干部，我信你!’”当天
值班的村干部辛永丽说道。
“村里还将继续加强党建示范村建
设，把党建工作与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增
强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庞哲洋自信地
说，
“ 范里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11 户
669 人。2017 年底，我们成立了核桃种植
合作社和养殖合作社，邀请有投资意向
的农户和享受扶贫贷款的贫困户加入合
作社，
预计今年能投入运营。
”
范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祁
玉平透露，村里将积极争取各类扶贫资
金开发旅游项目，进行范里结义庙、古镇
美食一条街、范里土寨窑洞等旅游资源
建设，不断提高范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让群众安居乐业。

湖滨区构建
禁毒工作新模式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贾新
朱琳）社区禁毒工作怎样做？如何提高群众的
识毒、防毒和拒毒能力？5 月 24 日，记者在三门
峡市湖滨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得到了答案。
湖滨区积极构建符合本地实际的禁毒工作
模式，在辖区所有乡（街道）建成了集禁毒综合
管理和社区戒毒（康复）于一体的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站，
不断推动禁毒工作深入开展。
据区禁毒委主任、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
记马宗玉介绍，区委、区政府作为禁毒工作责任
主体，从组织、人员、经费、办公场所以及机制等
方面入手，着力解决禁毒工作中存在的瓶颈问
题。该区先后投入 75 万元，为区禁毒办解决了
2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并在辖区 10 个乡（街
道）高起点高标准建成带有档案管理室、心理咨
询室、医疗尿检室、阅览活动室的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站，
办公设施全部配备到位。
“公安机关查获的新发现吸毒人员和强制
隔离戒毒到期出所的人员，一律由分包民警送
到所属社区戒毒工作站，签订社区戒毒（康复）
协议。我们通过‘定格、定人、定责’的管理模
式，划分区、乡（街道）、村（社区）三级网格，并且
通过定期尿检和不定期抽检规范管理戒毒人
员，对发现尿检不合格或违反协议约定三次以
上的人员，及时整理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公安机
关，做到违约必收。
”马宗玉说。
湖滨区还通过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参观
禁毒展览、举行禁毒征文比赛等一系列禁毒宣
传活动，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毒、防毒和拒
毒的能力，坚定不移地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陕州区实施五大工程
提升群众安全感
本报三门峡讯 自 5 月中旬起，三门峡市陕
州区委政法委组织该区政法各部门和综治委成
员单位，在全区实施“大整治”
“ 大巡防”
“ 大走
访”
“ 大宣传”
“ 大服务”五大工程，深化平安建设
争先创优工作，提升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工作的
满意度，确保全区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陕州区将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一
系列行动，重点打击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黑恶
势力犯罪活动，重点打击“两抢一盗”犯罪、黄赌
毒犯罪等；重点抓好社会治安整治专项行动，深
化法律服务进基层活动，掌握社情民意，排查解
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建立“平安建设”塔式微
信群，向群众广泛宣传该区平安建设的做法和取
得的成果，提升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参与
率；积极开展“主动、微笑、高效、满意”服务窗口
创建活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
质量，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杨少恒）

这个李宁不简单
三调三解”调解模式。这不仅整合了基
层的人民调解资源，有利于解决疑难、复
杂、重大纠纷，还深化了人民调解与司法
调解、行政调解有机衔接，最大限度达到
“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
几年来，李宁在全市范围内制定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
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使人民调解“第一
道防线”
的作用日益明显。
她通过集中学习、以会代训、知识考
试、技能竞赛等形式，组织全市人民调解
员学习人民调解法。她收集整理编发人

民调解工作案例400余篇，
编写了《甘棠调
解案例》。三门峡市司法局《司法与民生》
采用《甘棠调解案例》中的文章 100 余篇，
省司法厅《人民调解工作金牌案例选编》采
用《甘棠调解案例》中的文章60余篇。
李宁以实际行动树立了人民满意的
公仆形象，曾先后被评为省警务工作先
进个人，市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
市妇女工作先进个人，市司法行政系统
先进工作者。她还被授予市“三八红旗
手”，获得三门峡市巾帼岗位标兵等荣誉
称号。

“现在宣布开庭！”5 月 30 日下午，卢氏县五
里川镇中心小学校园里响起了清脆的法槌声，
一场别开生面的学生模拟法庭活动正在这里举
行。为了让孩子们体验审判法庭的庄严肃穆，
感受法律的威严，卢氏县法官让部分孩子穿上
法袍，手持法槌，
当小“法官”进行模拟庭审。
赵富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