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
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 [2021] 1
号）要求，现对我单位持有记者证人员名单予
以公示。

监督举报电话：河南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
处 0371-65904291、0371-6588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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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芳）
测数据表明，2月26日元宵节晚上，全省
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空气质量基
本维持轻度污染水平。虽然元宵节遭遇
不利气象条件，但整体上看，并没有出现
空气质量明显转差情况，禁燃禁放效果
较为显著，全省空气质量没有出现因燃
放烟花爆竹转差现象。从PM2.5组分来
看：26 日 18 时-23 时，全省组分观测站
PM2.5 中钾离子浓度为 0.09~3.7 微克/
立方米，镁等其他特征离子浓度均处于
较低水平。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刘继川 焦显博）2
月 26日，商丘召开全国两会期间安
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受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牛亚东同志委托，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建仓安排
部署下步工作，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殷鹤修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要注重解决问题，
加快推进集中治理重复信访、化解
信访积案专项工作，扎实做好邻里
纠纷、婚姻家庭等基层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推动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处
访制度，切实解决信访群众实际问
题；要做好应急处置，及时组建工
作专班，完善工作预案，严格落实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
制度，保持信息畅通；要形成联动
合力，按照要求启动安全稳定工作
应急联动机制，落实属地责任、部
门责任和“一岗双责”要求，充分发
挥各级信访联席会议、平安建设协
调机制和各相关牵头单位职能作
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

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加大
重要信息收集、政策宣传解读和落
实力度，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
效。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认清严峻形势，扛牢政治责任，增强
忧患意识，克服厌战情绪，消除麻痹
思想，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省
委和市委部署要求上来，恪尽职守，
扎实工作，以高的标准、严的措施、
实的作风，确保两会期间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高的标准 严的措施 实的作风
商丘部署全国两会期间安保工作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2月 24日，新乡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郅晓峰带队到该市卫滨
区就公众安全感及执法满意度工作
进行调研指导。

郅晓峰一行先后来到卫滨区崇
文社区、姜庄社区、解放路办事处，
调研中，郅晓峰仔细查看了各单位
矛盾调解与综治台账，并与基层干
部群众进行深入交流。

在卫滨区法院，郅晓峰详细了

解了诉调对接多元化解和“法官前
出、调解员全程跟进”机制落实情况。
郅晓峰指出，要破解难题，建立诉源治
理长效机制，抓好源头治理，把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真正做到矛
盾化解，事结怨了，为当事人提供高
效、便捷的解纷平台，最大限度地增加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在座谈会上，郅晓峰要求，要充
分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认真做好“社
区党建引领+红分助力+网格自治”的

庭院党建共同体模式的创新成果总
结。要树立信心，借用各种力量，形成
合力，提升质效，转变作风，服务好群
众。要优化机制，建立案件交办、奖
励、协作等机制，将诉调工作融入社会
治理大格局考量，形成工作合力。要
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动政法工作取得新突破，着力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郅晓峰带队到基层法院调研

将诉调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武德龙）2月24
日，濮阳市公安局举行“龙剑”战时突击队成立仪式。副市长，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延青出席仪式并讲话。

仪式宣读了《关于成立濮阳市公安局“龙剑”战时突击队的通
知》，王延青为“龙剑”战时突击队授旗。王延青说，要信念坚定，敢于
担当。成立突击队旨在把警力不足的困难在一线解决，把安保维稳
的能力在一线培养，把攻坚克难的作风在一线磨炼，集中力量打攻坚
战。突击队面对急难险重任务，必须豁得出去、顶得上来，面对群众
报警求助，必须勇于作为、倾尽全力。要党建引领，锤炼精兵，充分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建引领作为突击队
建设的基本要素，使党建的政治功能最大限度转化为实际战斗力，不
断强化“一盘棋”理念，服从指挥，积极投身到维稳处突、大型活动安
保工作之中。各单位要树立大局意识，全力支持突击队工作。

本报漯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张庆伟）2 月 25
日，漯河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军信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李军信提出5个要求：充分肯定去年工作成绩，坚定进一
步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准确把握面临形
势问题，增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
感。紧紧围绕建党百年主线，以毫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推动新
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实施“四大工程”，为推动新时
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供强力支撑。锚定锻造队伍“四铁”
标准，为推动新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明确，漯河公安工作要紧盯“一个目标”，即打造豫中南
治安高地、创建全省最平安城市；打好“五大战役”，即建党 100周
年安保维稳保卫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提升仗、综合打击效能攻
坚仗、执法规范化建设阵地仗、基层基础建设持久仗。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萌）日前，平顶
山市中级法院组织召开全市法院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暨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大会。

会上，全市两级法院参会人员
一同观看了《正风反腐就在身边》警
示教育片，以孙小果案为镜鉴，在新
春伊始为全市法院干警敲警钟。中
院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平顶山
市中级法院纪检监察组长乔义恩传
达了九届市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全
面总结了 2020 年全市法院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并对 2021年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辉说，要
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条规教育、
警示教育，务必做到从严教育不放
松；要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夯实管理
基础、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
平、通过深入纠治“四风”巩固深化
管理时效，务必做到从严管理不懈
怠；要深化司法制约监督、严格执行
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强化审
务督察，务必做到从严监督不动摇；
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突出查
处重点、加大查处力度，务必做到从
严查处不手软。

新的一年 从廉开始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

元宵节禁燃禁放
效果显著

为深化平安创建，切实提升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近日，济源示范区
玉泉街道综治办在辖区集中开展平安
建设宣传活动，激发群众投身平安建
设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河南法制报记者 赵国宇通讯员
赵俊阳 摄影报道

濮阳成立“龙剑”战时突击队

漯河公安提出打好“五大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