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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公安局

请专家授课
深学训词精神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辉）近日，三门峡市公
安局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训词精神专题讲座。
讲座特邀省公安厅优秀教官、清华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公安干警培训项目
顾问、河南警察学院开封校区党委书记
郑璐现场授课。全体参会民警辅警表
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为
引领，切实把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激励
鞭策转化为强大精神动力和履行使命
任务的实际行动，以更加强烈的政治担
当、使命担当、责任担当，扎实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维护安全稳定工
作，努力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
开和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安全稳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

漯河市源汇区检察院

服务企业
“三联动四同步”
本报漯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
华 通讯员 效严）近日，漯河市源汇区检
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段宏伟带领
该院刑事检察、行政监督、公益诉讼部
门负责人到辖区内漯河徳利食品有限
公司等地了解公司复工复产以及销售
情况，听取企业的发展诉求。这是该院
进一步贯彻“六保”
“六稳”工作要求，落
实“‘三联动四同步’食品安全检察工作
模式”的具体行动。
该模式通过增进检察机关“内部联
动”，推进检察机关各职能部门间的信
息共享，形成内部合力；构建与公安、市
场监督局等职能部门的“外部联动”机
制，促进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加
强与上级院的“上下联动”，提高办案效
果。刑事部门办理食药品案件时，院公
益诉讼等部门“同步介入、同步审查、同
步办理、同步起诉”，加大对食药品犯罪
的处罚力度。这一创新做法获得省检
察院创新品牌项目立项。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领导电话全公开
阳光司法更透明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刘彩燕）
“哎，
大家快来看呀，
法院
把院长、庭长的联系方式都公布出来了，
我得赶紧拍下来，以后再有什么事，就方
便跟他们联系了！
”
9 月 14 日一大早，
一名
前来法院办事的当事人指着许昌市魏都
区法院大门口左侧摆放的院长和庭长联
系方式公示栏说，
一时引发路人围观。
河南法制报记者了解到，为加大司
法公开透明力度，方便群众对审判执行
工作监督，进一步畅通诉讼和信访渠道，
该院把所有的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庭庭长
的职务和联系方式悉数“晒”了出来，以
此引导诉讼当事人就地、就近依法解决
诉 讼 需 求 和 打 通 司 法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这一阳光司法工作新举措，将更加
方便快捷地倾听社会各界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促使法院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平顶山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基层督导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昨日上午，平顶山市委
常委、
政法委书记邓志辉到石龙区
调研走访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
作，
实地督导影响营商环境执法司
法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活动。
调研中，邓志辉到河南中鸿
集团煤化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并召开企业座谈
会，听取石龙区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工作情况汇报，征求部分企业
负责人对政法工作和营商环境的

意见建议。
邓志辉对石龙区持续提升营
商环境方面采取的举措、取得的
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是政法机关的职责
所在、主责主业，全市政法机关要
充分发挥执法司法保障作用，依
法服务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为企
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和
优质法律服务。
邓志辉强调，
要切实提升政治

站位，按照省委政法委的安排部
署，
扎实开展影响营商环境执法司
法问题集中专项整治，
坚决打赢优
化营商环境攻坚战，
为做好
“六稳”
工作，
落实
“六保”
任务贡献政法力
量。要突出整治重点，
坚持问题导
向，
对涉营商环境刑事、
行政、
民商
事诉讼及执行案件进行全面梳理，
坚决整治窗口服务不优、
损害企业
合法权益、干警违纪违法等问题，
以
“零容忍”
态度，
查处破坏企业发
展环境的人和事。

鹤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献泰到基层调研

高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申相勋 牛合保）
日前，鹤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唐献泰到淇县调研加快推进全市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等重点
工作，要求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共
同推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唐献泰一行先后到县公安局
情指中心，
县法院多元化解中心、
县
综治中心等地调研，
详细了解了淇
县在
“雪亮工程”
建设、
矛盾纠纷诉
前调解、
综治中心建设、
基层社会治

理、
市域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成
效，
对淇县
“雪亮工程”
建设及矛盾
纠纷诉前调解、
基层社会治理等工
作表示充分肯定。
唐献泰要求，要提升政治站
位，强化组织领导。深刻认识市
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
政法各项工作。县委、县政府要
做好人财物保障，为市域社会治
理工作谋好篇、铺好路。要凝聚
多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要注

重部门联动、注重协同配合，凝心
聚力，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共同推
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大局。要创新工作思
路，塑造地方亮点。要充分结合
基层工作实际，厘清思路，明确方
法步骤，采取有力措施，高效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要加大宣
传力度，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形
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经验，着
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工作亮点，为
鹤城发展增光添彩。

安阳市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现场观摩会

争创全国试点迈出坚实步伐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边天
亮 冯云）9 月 15 日，安阳市召开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现场
观摩会，对下一步试点工作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各县（市、区）党
委政法委分管副书记以及各示范
乡 镇（街 道）负 责 同 志 参 加 了 会
议。
当日上午，
与会人员首先到安

阳县白璧镇综治中心、司法所、东
北务村，崔家桥镇综治中心、双塔
村，
北关区彰东街道办事处恒大绿
洲社区等示范点进行了现场观
摩。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
北关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正贤，安阳
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曹阳等先后
作了经验介绍。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吴利群在
会上指出，
要突出重点、
强力攻坚，

紧盯目标任务，增强治理合力、坚
守工作底线、聚焦基层基础，补齐
短板弱项、寻求重点突破、注重统
分结合，
巩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工作能力和水平；
要强化
责任、
创新工作、
务求实效、
狠抓落
实，
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工作落地见实效，
为争创全国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迈
出坚实步伐。

读报普法
为增强辖区群
众的法治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西华
县公安局迟营派出
所民警以《河南法
制报》为宣传材料，
深 入 社 区（村 居）
为群众讲解工作
和生活中常见的
法律问题。
河南法制报记
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徐公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