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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速交警

全省联动严管严查交通违法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聂学强 通讯员 杨军政）9 月 15 日是
全国严管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和
危化品运输交通安全“除隐患、防风
险”专项整治统一行动日，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在全省联动，严管严查
交通违法，并曝光了近期查处的 100
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

统一行动中，河南高速交警全省
联动，充分利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
台和高德等大数据，强化对重点时
段、重点车辆、重点违法的研判，采取
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加大监控视频巡
查力度；加大相邻高速交警部门的沟
通协调，采取错时勤务、交叉勤务执
法等方式，提高巡逻频次和密度，强

化路面管控；针对车流高峰、夜间凌
晨事故多发时段，提高路面见警率和
管事率，加大现场执法力度；强化施
工安全监管，
保障救援通道畅通。
群众可以通过河南高速交警报
警电话 0371-68208110、河南高速交
警举报违法邮箱 980105600@qq.com
等方式进行举报。

全省五星规范化司法所所长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
娅）9 月 14 日，全省五星规范化司法
所所长培训班在郑州开班。首批五
星规范化司法所所长，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等 240 余
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 3 天，将采取课堂

教学、交流发言、业务研讨等方式开
展，就开启司法所工作新局面、五星
规范化司法所所长的新担当新作为
等进行专业化培训。省司法厅相关
负责人、高校教授、省直律师协会会
长等将就基层司法行政实务、国际关
系、民法典等内容为学员授课。

自 2019 年起，省司法厅在全省
开展星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在三年内创建 600 个五星规
范化司法所。今年年初，省司法厅命
名 了 首 批 200 个 五 星 规 范 化 司 法
所。今年 9 月，第二期拟申报五星规
范化司法所增加至 396 个。

中原科技城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9 月 15 日上午，中原科技城政策发布
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发布
会上，
“郑州中原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中原科技城)人才创新创业
试验区”同时揭牌，这标志着中原科
技城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关于实施

“黄河人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市
的意见》和《关于在中原科技城建设
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的实施
意见》也在当天发布。
中原科技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
区，
属龙湖组团。项目北至连霍高速，
南临龙湖，东接龙子湖，西达中州大

道，包括龙湖北部区域和云湖大数据
产业园两大区域，总用地面积约 16.4
平方公里。中原科技城旨在打造创
新人才高度集中、
创新要素高度融合、
创新活动高度活跃的全市新旧动能
转换发动机、中原地区科技创新策源
地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图片新闻
9 月 11 日上午，商水县委政法委
的党员志愿者来到该县张明乡龙胜
小学，开展法治安全教育活动，进行
反邪教宣传，拉开了全县国家安全、
反邪教“进学校、进机关、进乡村、进
企业、进旅游景点、进军营”常态化宣
传活动的序幕。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
玉成 通讯员 张校尉 摄影报道

坚持司法为民 坚持服务大局
尽快实现合法权利。要重视自
动履行率指标，引导法官在审判
环节加大调解力度，促成当事人
尽可能自动履行，减少不必要的
诉讼和执行成本。要深入开展
进企业走访调研活动，认真听取
意见建议，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保障企业生存发展。
三要加强队伍建设，打造过
硬审判队伍。人民法庭要狠抓
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党风
廉政建设，教育干警讲政治、讲
党性、讲大局，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
净做事。要严格执行防止干预
司法“三个规定”，对遇到的各种
人情干扰如实登记、全程留痕，
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廉洁
司法，树立良好形象。要认真落
实支部建设各项制度，严格执行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开展好“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等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推动审判执行工作上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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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校校都有
安全教育课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安全教育
课，老师会给我们讲很多安全知识，
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在辉
县市采访时，一名学生这样说。
我了解到，辉县市 500 多所学校
的近 20 万学生都知道这门课，学校通
过短短的 40 分钟，对学生们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并通过开家长会、发放致
家长一封信和建微信家长群等渠道，
向学生家长宣传。
安全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
作。该市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
推动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
脑，要求全市中小学每学年不少于 12
个课时，把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进行系统化安全教育。
“学校通过开展安全教育，使广
大师生自觉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
惯，形成浓厚的安全工作氛围，为预
防各类安全事件发生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保障。”辉县市教体局安全办主
任王锡强说。
同时，该市充分利用消防日、安
全生产月等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安
全教育宣传活动，还有针对性地开展
防灾减灾、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交通
安全、防溺水、防踩踏、反欺凌、反暴
力 、反 恐 怖 、扫 黑 除 恶 等 专 题 教 育 。
辉县市教体局先后多次召开会议，传
达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和有
关文件精神，对全市教育系统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该市各校按照“有黑扫黑、无黑
除恶、无恶治乱”和“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纵横交错、全面覆盖”的要求，
结合教育系统特点，重点对干扰教育
工作和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危害师生
生命安全、强揽学校工程、
“ 校园贷”
及电信诈骗等 9 个方面进行深入排
查，进一步整治校园欺凌、校园暴力
行 为 ，清 除 各 种 针 对 师 生 的 安 全 隐
患，为广大师生创造安全稳定的教学
环境。
“安全教育课的教材是由学校为
学生购买的，学校外聘的法制副校长
也会对学生讲解开展扫黑除恶的重
要性，结合一些真实案例让学生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更深刻的认识。”
王锡强说。
为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辉县市
各校通过发放明白卡、散发宣传单、
悬挂条幅标语、开主题班会等多种方
式进行宣传，让广大师生和家长参与
到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中。截至目
前，该市教育系统进行集中宣传 10 余
次，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共 5138 份、
悬挂条幅标语 20 余条，建立专用 LED
电子显示屏 20 个，上主题班（团）课
300 课时，取得了良好的宣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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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上接 01 版）要树立平等保护理
念，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
业，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微
企业，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
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依法保护，通过严格依法裁判，
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
切实解决判决生效后执行立案
难、立 案 慢 的 问 题 ，把“执 行 合
同”指标作为考核重点，统筹分
析案件从首次立案到最终执行
完毕的综合用时，降低企业实现
债权的成本和用时，让胜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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