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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局长李沿海等部分依法治市成员单位公职
人员集体宪法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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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李红念领誓

按照中央、省委部署，3 月下旬以来，济源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宪法学习宣传实施
放在首要位置，济源市在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和“七五”普法工作中不断创新举措，把宪
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为察民情、解民忧、司法为民的一项司法实践，打通法治宣传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成果真正惠及全市人民，全市上下形成了
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的浓厚氛围。
“12·4”
国家宪法日活动现场，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市长石迎军一行到场指导工作

如何打通法治宣传
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河南法制报记者 聂学强
通讯员 姚建忠 牛文东/文图

——济源市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宪法学习宣传实施暨“七五”普法工作纪实
高规格部署
4 月 12 日，济源市委常委会召开宪
法学习宣传实施专题会议，对普及宪法
知识、弘扬宪法精神作出重要安排部
署，明确了全市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工作

的方向、目标、工作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
政协党组会先后召开学习宪法专题会
议，并邀请省委党校教授举办宪法专题

报告会。4 月 19 日，市委宣传部、市司法
局、市依法治市办联合印发通知，对全
市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活动进行全
面安排部署。

全市各行业、各部门也建立健全了
相应领导体制，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宪法
学习宣传实施第一责任人，自觉履行宪
法学习宣传实施工作的领导责任，亲自
安排,认真抓好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形成
了市、镇（街道）、村（居、社区）三级宪法
学习宣传实施工作网络，为全市扎实开

展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的组织保障；组建了以党校教师、高级律
师、高校老师等为代表的宪法普法讲师
团，为全市各单位免费授课，讲师授课费
用由市财政统一承担，为全市各单位开
展宪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人才保
障和物质保障。

场
“学宪法讲宪法”
主题演讲比赛，
开展一
期
“我与宪法”
主题班会，
出一期宪法主题
板报等。
以
“法律六进”
活动为抓手，
推动宪法
宣传向基层、
向老百姓延伸。以宪法进农
村、
进社区等活动为抓手，
组织开展了
“宪
法基层行”、农村“两委”干部宪法法治讲
座等宪法学习宣传活动，通过举办讲座、
摆放展板、
文艺演出、
发放宣传品等形式，
使宪法走进了日常生活，走进了人民群
众，形成了全市宪法抬头看得见、用时找
得着。
进一步落实和规范宪法宣誓制度，
树

立宪法法律权威。3 月 11 日，
宪法修正案
将宪法宣誓写入宪法后，
全市各单位进行
了宪法宣誓活动，采用宪法宣誓新誓词，
严格宪法宣誓现场、
程序等相关规定。今
年以来，全市 80 余家机关先后有 4000 余
名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宪法宣誓活动。
利用新媒体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宣
传，提高宪法宣传实效。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注重新媒体新技术在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中的运用，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大主题“微”传播，探索分众化、可分
享、可互动、可体验的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模式，使宪法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高标准推进
为推动活动见实效，该市成立了济
源市宪法学习宣传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由市委书记张战伟任组长，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相关市级领导任
副组长，切实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
实施的组织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宪法学
习宣传实施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百名律师进万家活动

﹃三高﹄设计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
也在于实施。为提升宪法学习宣传实施
实效，结合全市实际，该市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
主要做法受到省司法厅肯定。
开展“4 个 1”系列活动，推动“关键少
数”
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狠抓领导干
部这个
“关键少数”
，
组织全市各单位购置
一本宪法读本、举办一场宪法法治课、组
织一场宪法考试、
党委（组）中心组每月学
一次宪法。
狠抓青少年这个
“关键少数”
，
组织全
市各学校开展“4 个 1”宪法宣传教育系列
活动：举办一场宪法主题报告会，举办一

济源经验之

高质量实施

A

创新理念 把握关键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七五”普法实施以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普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更新工作理念，深入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
极大地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

B

创新做法

区、学校、企业、单位、景区、军营、教堂的
供 24 小时、
“ 零距离”的实时在线服务，
不同实际、不同需求，结合各单位普法优
实现了普法由传统的“1.0 单向灌输式”
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普法路线图”，使
向
“2.0 双向互动式”转变。
普法工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
●落实各单位普法责任，全市法治
生活。
公园、游园、场馆、街区、长廊、宣传栏等
●持续创新提升，加强法治文化建
法治文化阵地达到 700 余处，各单位在服
设。着力改变过去单向灌输的传统普法
务大厅和服务窗口打造建设法治宣传教
模式，充分尊重普法对象的主体地位，推
育功能区 40 余处。
动普法机构、普法对象的双向乃至多向
●注重示范引领，不断深化多层次
交流，把“交互式”普法理念贯穿到全市
多领域依法治理，通过法治城市、依法行
法治文化建设全过程，使群众喜欢看、听
政示范单位、依法治校示范校、法治镇
得懂、
记得住、
用得上。
（街道）、民主法治村（社区）等创建活动，
●法治宣传教育更加生动、鲜活、亲
不断强化基层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进
和。先后打造了《平安济源》
《法治故事
一步提升全市法治化治理水平。
汇》
《普法广角镜》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
●打造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室，为每
精品栏目，微动漫《为了这一片净土》荣
个村（居、社区）配备一名法律顾问，不断
获司法部二等奖，微视频《一如既“网”
》 提升农村的法治化管理水平。4 个村（社
等一大批法治作品制作刊播。
区）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42
●打造“济源市掌上公共法律服务
个社区（村）荣获“省级民主法治村（社
平台”，平台有全国 9000 名律师为群众提
区）”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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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普法讲师团、普法宣传
联络员、
“ 小蜜蜂”普法志愿者 3 支普法
队伍，构建覆盖全市的普法工作网络。
目前全市在册普法讲师团成员共 87 人、
普法联络员 100 余人、
“小蜜蜂”普法志愿
者 600 余人。
●狠抓重点对象，扎实推进领导干
部学法用法和青少年普法教育开展，全
市 129 所中小学全部配备了法治副校长，
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小手拉大手、法
治进万家”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2017
年，全市青少年犯罪率 2%，2018 年上半
年仅为 0.05‰。
●建立普法责任清单。2017 年 9 月
11 日，济源市第一批普法责任清单在全
省率先印发，共涉及全市 42 家普法单位
和 1286 部法律法规及规章。2016 年普
法责任制实施以来，济源市先后出台 40
多个文件，不断强化全市各单位普法主
体责任和普法义务，根据机关、乡村、社

C

济源目标之

再上台阶
百名律师进万家
打通
“最后一公里”

为推动“七五”普法再上新台阶，今
年以来，该市持续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实
施活动，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实施与济源
市“法律六进”
“以案释法”
“百场万人法
治讲座”等活动相结合，主动适应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确保宪法宣传形
式丰富、宣传措施得当、宣传效果明显。
加强媒体公益普法宣传，推动媒体
公益普法由软任务向硬指标转变。
坚持普法问需于民，实施精准普
法，不断提升法治宣传的渗透力和影响
力，实现普法效果最大化。
全面推行“谁服务谁普法”，建设覆
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引导律
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人民调解
员、司法鉴定人员等公共法律服务提供
者把法律服务的现场当作普法的课堂，
边服务边普法，让公众在接受法律服务
中提高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
建立健全法官、
检察官、
行政执法人
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
广泛开展以案
释法和警示教育，把案件审判、行政执
法、
纠纷调解和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的过
程变成生动有效的普法实践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该市今年开展了百
名律师进万家宪法宣传活动，以“一村
（居、社区）一法律顾问”为依托，充分发
挥全市律师职能作用和专业优势，以
“12·4”国家宪法日暨“首个国家宪法宣
传周”活动为契机，利用一个月时间集
中安排各村（居、社区）法律顾问选择辖
区内 100 户作为重点入户宣传对象，宣
传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免费法律
咨询，切实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向基
层、向农村延伸，真正地把宪法宣传教
育活动转变为察民情、解民忧、司法为
民的一项司法实践，切实打通法治宣传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增强全市人民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行动自
觉，让法治成果惠及全市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