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张可）为深入开展案件剖析
暨以案促改工作，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
用，1 月 4 日下午，淇县法院召开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大会。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苗青参加会议，党组成员、副院长裴
增良主持会议。全体干警（包含临时
及劳务派遣人员）参加。

会上，传达了淇县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开展
案件剖析做好以案促改工作的通知》文
件精神，宣读了此次以案促改工作实施
方案，公布了领导小组成员。

苗青带领全院干警学习了此次以
案促改的反面典型案例，并对案件进行
剖析。她要求，一是正确看待以案促
改工作。牢记“提醒就是爱护”，全院
干警要审视自身问题，真正从身边人
的事情上汲取教训，领导干部要切实
落实好“一岗双责”。二是眼睛向内，
审视自己。遇事把握好“度”，牢固树
立对法律、对制度的敬畏意识，净化

“朋友圈”。三是坚持学习与自省并
重，提高自身修养。不断加强对纪检
监察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正确看待手中
权力，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自省能力，
做好角色扮演，迎接新的挑战。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马钰）2020 年以来，鹤壁市
鹤山区司法局姬家山司法所 5 名人民
调解员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受到辖区群众一致好评。5 人由
区司法局统一培训后，成为姬家山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

5 名专职调解员不畏辛苦，迅速进
入工作状态，时刻把群众的事情放在
心上，涉及外乡镇、外县区的矛盾纠纷
也不退缩，加班加点地解决群众的各
种纠纷难题。他们和姬家山司法所人
员相互配合，尽职尽责，按照调解工
作“早排查、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
的标准要求，坚持每月对各类矛盾纠
纷进行常规排查，特别是在村委换届
期间，他们经常深入村头巷尾，及时
排查基层矛盾、准确上报调处情况。
他 们 还 与 区 法 院 、姬 家 山 乡 综 治 中
心、姬家山派出所配合，完善了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
系，建立了切实可行的一套矛盾纠纷
协调机制。截至目前，姬家山乡人民
调解委员会共调解民间矛盾纠纷 500
余件，涉及金额 100 余万元，受到了辖
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宋丽清）为规
范、引导境外非政府组织在鹤壁
市境内的活动和推进《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
动 管 理 法》（以 下 简 称《管 理
法》）有效实施，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鹤壁市公安局在出入境便
民服务大厅门前，开展《管理
法》宣传周活动。1月 5日上午，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
长王福生到活动现场，指导相关
宣传工作。

活动现场，该局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展示宣传图板、发放宣
传单、赠送宣传手提袋等方式，
让群众了解什么是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
动的领域、境外非政府组织开
展活动的途径、境外非政府组
织违法行为的表现等。通过系
列宣传，现场群众对《管理法》
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大家纷
纷表示，在以后的生活中，将自
觉抵制和防范极少数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我国境内开展的渗透

破坏活动，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守护国家安全。在活动中，民
警还开展了防盗、防诈骗等宣
传，呼吁群众在岁末年初，提升
自我安全防范，平安度过春节，
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据悉，本次宣传活动共展出
宣传图板 23 块、悬挂宣传横幅 4
条、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营造了全民知法、懂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并努力
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构建安全
和谐的社会环境。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鹤）1
月 10 日是全国首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也是全国公安机
关第 35个“110宣传日”，鹤壁
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围绕“一心为民 110，砥
砺奋进新征程”主题，开展了
110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该分局民警
将宣传资料发放到每一位群
众手中，现场为群众讲解 110
在扫黑除恶、防范电信诈骗
等打击犯罪、应急处突方面
的先进事迹，宣传各类危害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防
范知识、安全知识、应急知
识、公安便民措施等，充分展
示 了 110 建 设 发 展 的 新 成
果。

活动充分展示了新时代
鹤壁 110 新风貌、新担当、新
作为，激励广大 110 民警、辅

警扎实做好新时代 110 各项
工作，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同时，为深入开展“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该分局加强
警民沟通交流，争取社会各
界和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举办了“人民警察
日，警民零距离”警营开放日
主题宣传活动，邀请一些学
校的师生代表 30 人走进唐
庄警务室参加活动，近距离
感受警察的工作与生活，共
同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
日。活动中，同学们参观了
唐庄警务室的便民书架、指
挥大厅、无人警局等，详细地
了解了民警的日常工作流程
及办理伤害案件的工作流
程。

活动为进一步构建和谐
警民关系起到了积极有力的
推动作用。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廉玲 孙彩
峰）连日来，鹤壁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新一届党委在全市开
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

该支队党委联合浚县、淇
县公安局和淇滨区、山城区、
鹤山区公安分局，走进牟山社
区、清华园社区，清华园艺术
幼儿园、中山小学，新庄村、大
石岩村以及中泰矿业公司等
38 家社区、学校、村庄、企业，
开展丰富多彩的“美丽乡村
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现场宣传讲解等方式，以案说
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
群众讲解各类交通安全知识；
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关注自身
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交
通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倡导
农村驾驶人拒绝超速、酒驾、
超员、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等农
村道路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
并在宣讲过程中向现场群众
发放安全头盔。民警还来到
老年人活动区域，对老年人进
行冬季出行交通安全提示，告
知老年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定，
增强老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
出行保护能力。系列宣传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设立
咨询台 30 多次、制作展板 256
块、印制手提袋 3200 个、发放
宣传彩页 2 万余份、刷写墙体
标语 380 余条、电子屏幕滚动
播放宣传片累计 8000 小时，受
宣传教育群众 3 万余人。民警
面对面接受群众咨询 8000 余
次。

1月5日上午，鹤壁市淇滨区法院对新入职的5名员工
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该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海，党组
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勇等参加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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