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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司法局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集中学习研讨会

“四个坚守”
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 通讯员 薛勇 赵曼）近日，焦作
市司法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一次专题集中学习
研讨会，焦作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
长林新平主持会议，焦作市委第九
巡回指导组组长、市人大选举任免
代表联络工委副主任李福顺一行 3
人到会。
会前，林新平带领全体与会党
员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会上，
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河南重要讲话精神，重温
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观看
了司法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先进人物宣传片，学习了焦
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全市领导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林新平说，习近平总书记心系

河南、心系老区、心系民生、心系发
展，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
旨和初心使命在情感上的体现。全
市司法行政系统人员要将重要讲话
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不忘初心使命、砥砺奋斗，决不辜负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的殷切期望。
林新平强调，党员干部要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提高
政治觉悟，努力做好“四个坚守”：一
要坚守承诺，把服从组织领导落实
在每天的工作实践中，落实在一年
365 天的行动上；二要坚守原则，按
照党组织制定的路线、设定的框架
走，自觉做到不超越职责权限行使
职权；三要坚守正确，敢于坚持、善
于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
云；四要坚守底线，既要遵守党纪国
法也要恪守道德准则，面对诱惑时

要守住初心、守住底线，处理好“亲”
和“清”，始终兢兢业业、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与会人员分别结合各自的思想
和工作实际，对照“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的总
要求，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
治党、理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
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党性修养、
廉洁自律等，讲认识、谈体会、谋打
算。大家表示，
在今后工作中要高质
量推进主题教育，
高水平搞好学习转
化，
切实把开展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
为引领推动全市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合力，
推动全市司法行政
系统进一步形成学的氛围、
严的氛
围、
干的氛围，
为焦作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出重彩、
更精彩作
出司法行政新贡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贴心为老人
服务暖人心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
华 通讯员 赵曼）10 月 8 日，焦作市众
信公证处开展的 2019 年“敬老月”公
证公益服务活动拉开帷幕。
今 年 10 月 是 我 国 第 十 个“ 敬 老
月”。为贯彻落实省公证协会有关通
知精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体现公证行业回馈社会
的公益价值，焦作市众信公证处于 10
月 8 日至 10 月 31 日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公证公益服务活动。活动期
间，焦作市众信公证处对全市 80 周岁
（含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申请办理遗
嘱公证的，免收公证服务费用；办理其
他公证事项的，减收 20%公证费。同
时，该公证处开设办证绿色通道，对符
合条件的老年人申请办理公证的，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出证；对行动
确实不便的老年人申请公证的，实行
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对于法律关系简
单、事实清楚、无争议，且申请材料齐
全、真实，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公证事
项，让老年人“最多跑一次”。
据悉，为了切实满足老年市民对
公证服务的需求，众信公证处通过电子
屏滚动播放相关信息、
利用微信公众号发
布活动公告、
指定经验丰富的公证员专职
接待等方式，
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办理
公证的积极性，
使更多老年人
能够享受到快速、
便捷、
高效的公证 法 律
服务。

近日，焦作市司法局组织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关爱
生命，奉献社会。
赵曼 摄影报道

创新举措 推进精准普法
本 报 焦 作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刘华）连日来，焦作市司法局坚
持以群众的法律需求为导向，把实
施精准普法作为着力点，创新普法
方式，普法实效不断增强。
该局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摆
在首要位置，组织各相关单位和部
门充分利用传统宣传手段和新媒
体，推动宪法学习宣传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进网络、进景区、进交通、进
宾馆；针对各个层级、各类群体，组
织开展系列普法活动，大力宣传文
明创建知识和与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广大群众在
寓教于乐中受到教育；持续加强与
全国普法办、省普法办等上级部门
的沟通联络，定期汇报焦作市普法
工作的新进展、新举措；进一步强
化普法工作的主体责任，构建部门
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
普法工作格局；积极推进法治广
场、法治长廊、教育基地、法治文化
公园等法治宣传阵地建设；突出抓
好法治县（市、区）、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创建活动，不断深化部
门、行业依法治理，通过示范推动
精准普法工作良性发展。

法治宣传
护航青春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
华 通讯员 薛勇 赵曼）近日，为进一步
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
神，全面落实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关于开展“服务大局普法行”主题实
践活动的部署要求，由焦作市委全面依
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焦作市司法局主
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法治宣
传进院校”专题普法活动在全市陆续开
展。
此次活动在河南理工大学校区、焦
作大学、焦作师专、修武县郑州澍青医
专、武陟县黄河交通学院、沁阳市焦作
工贸学院等 7 个普法宣传会场相继开
展，通过摆放普法展板、举办法治讲座、
开展法律咨询、组织万人签名、编印宣
传资料、赠送普法宣传品等形式，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进一步提高院
校师生的法律素养，引导他们自觉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
法治展板“话成就”。
“ 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依法治市成果展”以“建设
法治焦作 共享法治阳光”为主题，分为
前言、普法历程、地方立法、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领导干部学法、青少年普法、
法律七进、法治创建、丰硕成果等 10 个
板块，帮助师生感受我国法治建设伟大
成就。
法治讲座“学干货”。活动邀请河
南力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力为各院校
大一新生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教育引导
学生熟练识别电信诈骗、
非法传销、
毒品
犯罪，
为他们送去青春成长
“护身符”
。
法律咨询“解困惑”。活动中，普法
志愿者针对当前学校法治教育面临的
新形势、新问题，以案说法，广泛宣传法
律援助、公证服务及校园信贷等与学生
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并围绕大学生违
法犯罪现状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法治宣传“满视野”。活动发放了
宪法读本、司法行政职能简介、法律服
务指南、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等法律读
物，还为学子们量身定制了普法签字
笔、普法作业本、公益普法纸巾湿巾、法
治文化卡包、普法手提袋、普法七折扇
等宣传品，
让法治元素融入院校生活。
万人签名“作承诺”。活动中，广大
师生聚集在印有活动主题的签名条幅
前郑重签名，共同承诺信仰法律、遵守
法律、服从法律、维护法律。
各院校道路两侧挂满了法治宣传
条幅。学生们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关
注“焦作司法”和“焦作掌上 12348”等公
众号，实时了解焦作法治动态，学习法
律知识，
寻求法律援助。
截至目前，此次活动共举办法治讲
座 7 场、法律咨询 7 场，展出普法展板
300 余块，悬挂普法横幅 150 余条，发放
宪法单行本、学法笔记本 3.5 万余册，发
放各类普法宣传品 2.5 万多份，两万余
人参加普法万人签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