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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督察
检验成效
许昌

汇报会上
当场考试宪法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祁继峰 郑迎营）9 月
28 日，以省社科院副院长袁凯声为
组长的省宪法学习宣传实施专项
督察暨“七五”普法中期检查第二
督察组来到许昌，督导检查许昌市
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和“七五”普法
中期工作。
督察组采取听取工作汇报，与
许昌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个
别谈话，组织宪法知识考试，实地
查看，问卷调查，查阅工作资料等
方式，对许昌市宪法学习宣传实施
和“七五”普法中期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
工作汇报会上，全市依法治市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和各县（市、区）政法委书记、司法
局局长首先参加了宪法知识考试。
考试结束后，许昌市主要领导
向督察组汇报了许昌市宪法学习
宣传实施情况和“七五”普法中期
工作开展情况。据介绍，
“七五”普
法规划实施以来，许昌市大力普及
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领导带头扎实学，扩
面覆盖深入学，创新载体全民学，
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
律知识、培养宪法意识、营造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上取得了
明显成效，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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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委政法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让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书锋 朱
视工作规划精神。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广亚 通讯员 边天亮 冯云）10 月 9 日下午，安
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贯彻、带头实
阳市委政法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践；要强化政治担当，推动中央和省委、市委
集中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落 地 见 效 ，深 入 推 动 宪 法 实
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全
施，全面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切实抓好问题
面依法治国工作任务书公布 98 项任务逐一明
整改落实；要坚持以学习贯彻巡视工作规划
确 施 工 图》
《十 届 省 委 巡 视 工 作 规 划 解 读》 为契机，切实加强机关自身建设，扎实开展
等。安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忠良主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两学
会议并讲话。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向政法基层延
曹忠良说，要提升政治站位，认真学习
伸；要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突出抓好政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巡
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从

严治警、从严律己、从严带队伍，把管事与管
思想、管作风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政法机关
的公信力和满意度。
曹忠良强调，要继续聚焦中心工作，瞄准
关键点，找准着力点，选准出彩点，搞好深度
调查研究，调研中要注重查实情、出实招、办
实事、求实效，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改进作风，推动工作，着力在“突出重
点、破解难点、打造亮点”上下功夫，在推动工
作落实上见实效，扎实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信阳市委政法委出台文件

凝聚多方力量 形成执行合力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
员 张振芳）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执
行难问题的指示精神，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
决执行难目标，9 月 27 日，信阳市委政法委制
定出台《关于建立政法联动机制切实保障人
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
这是继信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出台的《关于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

推进诚信信阳建设的意见》和市 21 家党政机
关、金融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后，为支持配合
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凝聚多方力量，形成执
行联动合力出台的又一重要文件。
意见共 6 条，对各级党委政法委、各级综
治部门、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需要履行
的职责、担负的义务、发挥的作用做了具体分

工和明确要求。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
要担负起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督促落实的责
任，各级综治部门要将支持执行工作情况纳
入综治和平安建设考核体系，人民法院要切
实担负起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主体责任，检察
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公安机关要
大力支持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司法行政
机关要积极引导律师参与并发挥好作用。

渑池县检察院发挥
公益诉讼职能

守护“大水缸”
向污染“亮剑”

濮阳

活动精彩纷呈
公民法律素质提升
本 报 濮 阳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李梦扬 通讯员 李大伟 鲁学武
王宁）近日，省宪法学习宣传和“七
五”普法中期检查督导组在省综治
办副主任姜晓萍带领下，检查督导
濮阳市宪法学习宣传情况和“七
五”普法工作中期开展情况。濮阳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邵景良，市
政府副市长王天阳，市司法局局长
娄建广等参加检查督导。
姜晓萍一行先后到范县、华龙
区、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检查，听取
市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濮
阳市宪法学习宣传和“七五”普法
中期工作汇报，并组织了依法治市
（县）工作成员单位参加的宪法知
识考试。
姜晓萍说，濮阳市各级党委、
政府对宪法宣传、法治宣传教育和
“七五”普法工作高度重视，不断探
索“融入式”普法新模式，着力提升
普法新动能，创新载体，持续发力，
扎实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
理，宪法学习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升，法治社会
建设整体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姜晓萍也指出了濮阳市
宪法学习宣传和普法工作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并代表检查督导组提
出了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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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
书记现场点赞

近日，浚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大军到浚
县法院对国庆节连续加班的执行干警进行慰问。
浚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韩明文等陪同。当林大军
了解到执行干警已经连续 3 个多月没有休息日，每
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执行工作
中时，林大军对执行干警作出的努力与牺牲表示赞
扬，
对执行干警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肯定。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国禹 摄影报道

排查每个细节
消除安全隐患
10 月 9 日，新蔡县公安
局李桥派出所民警深入辖
区幼儿园，对园内儿童滑梯
等设施进行安全检查，督促
幼儿园管理部门加强对园
内设施的维护保养，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王玉新 摄影报道

图说新闻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范晓丽）为
切实搞好水源地保护工作，日前，
渑池县检察院发挥公益诉讼职
能，积极开展水源地保护工作，督
促环保部门依法向水源地污染问
题“亮剑”，切实加强了对饮用水
水源地的保护。
今年 8 月中旬，该院在公益
诉讼普法宣传活动中接到群众反
映，西段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经常有人游泳、垂钓等
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该院通过
实地查看和走访调查发现，该水
库除经常有人游泳、洗澡、垂钓
外，乱扔各种垃圾及杂物现象也
比较严重，影响饮用水安全。
西段村水库是槐扒黄河提水
工 程 的 中 型 调 节 水 库 ，总 库 容
2970 万立方米，主要任务是为渑
池、义马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
用水服务。9 月 1 日，该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向该县环保局发出检察
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职，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源。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县环保
局迅速行动，在水库大坝醒目位
置安装了 3 块公告牌，并在当地
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在当地电
视台连续播放宣传，提升群众的
水生态环保意识。同时还在库区
设立了巡查值班室，联合环境执
法监察大队等进行巡逻，加强对
饮用水水源地的检查、监督和管
理。
随后，该院还对检察建议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确保了水源水
质安全和群众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