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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能力锻作风
推动活动走深走实

下沉社区 并肩抗疫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纪实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文图
帮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党员干部在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主动到社区报到，就
地转为社区志愿者，配合社区工作
人员科学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活动……”日前，省司法厅向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发出倡议书，号
召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加入所在社
区的志愿者队伍，为疫情防控贡献
力量。

响应号召 科学统筹
省律师协会组织编写疫情防
控相关法律宣传手册，号召全省律
师到基层参与疫情防控。省律师
协会秘书长王宇生说：
“ 各地律师
纷纷响应，特别是发生疫情的郑
州、
许昌、
漯河等地，
党员律师带头，
协助社区值勤、搬运物资。目前，
全省有 3400 多名律师参与这项工
作，
其中党员律师有 1300 多名。
”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结合
学生管理实际情况，做到任务明
确、责任清晰、人员固定、全员覆
盖，通过网格化完善防控体系；落
实学生每日健康监测制度、夜晚
就寝查寝制度等，严格执行校园
封闭管理措施。该学院要求，坚
决筑牢校园封闭防线，加大学生
安全教育和校园值岗巡查力度，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警务化管理
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健康。

不落一人 不忘一户
“重科学，听官宣，谣言消息莫
去传……”5 月 3 日以来，许昌市司
法局干警赵璐的声音，通过小喇叭
传遍了魏都区毓秀社区的每个角
落。截至目前，许昌市司法局共有
30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社区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协助社区
工作者开展人员登记、核酸检测采

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

样现场秩序维持、物资派送等工
作，与社区工作人员并肩抗疫。
信 阳 市 司 法 局 以“ 支 部 联 支
部”活动为抓手，组织机关和局属
单位７个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联
合银河社区各网格党支部党员，深
入辖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志愿
者们结合辖区实际，主动与社区网
格员对接，临时成立沿街宣传组、
入户调查组、隔离通知书下发组等
工作小组，多渠道、全方位开展疫
情排查工作，迅速将疫情联防联控
措施落实到位。
5 月 7 日 6 时，叶县司法局组织
30 多名志愿者到辖区昆阳街道碧
和园、魏云小区开展疫情防控“敲
门行动”，通过面对面问询、统一填
表汇总的方式，
“地毯式”排查风险
人 员 ，确 保“ 不 落 一 人 、不 忘 一
户”。
“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我们将用担当和责任，筑牢疫
情防控的安全线。”叶县司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张建召说。

发挥优势 多点奋战
新密市司法局第一时间成立
志愿服务队，多点奋战，以实际行
动践行司法行政人的责任与担
当。该局工作人员或积极参与高

速卡点值守，或下沉社区，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采样志愿服务，按照
社区统一指挥调度，配合社区工
作人员及医护人员设置两米安全
线、引导群众有序排队，切实做到
到岗、到位、在状态。
安阳市文峰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郭秀红带队，全体党员干
部下沉西关街道四个核酸检测采
样点。他们有的变身“志愿红”，有
的变身
“大白”
，
负责信息录入、
维持
现场秩序，通过大喇叭、广播、手写
报等进行宣传，
赢得了居民好评。
焦作市司法局积极响应焦作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号召，选派 26
名党员干部，迅速下沉锦祥花园、
丰泽园等社区开展防疫工作。自 4
月 26 日起，26 名党员干部根据社
区安排，开展走访排查、电话调查、
报表数据汇总、卡口卡点执勤和核
酸检测采样志愿服务等工作。
固始县司法局蓼城司法所全
体工作人员就地转化为志愿者，充
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势，当好各社区的通信员，织密疫
情防控网。工作人员主动到任务
繁重的老旧小区开展工作，每天晚
上值守卡点，坚持每日巡查，展现
了司法行政人的良好形象。

感恩母爱 励志戒毒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通讯员 宋小丽）为加强对戒毒人员
的感恩教育，激励他们坚定戒毒信念，5 月 8 日，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开
展“感恩母爱·励志戒毒”主题教育活动。
当天，该所各大队开展“妈妈，我想对您说”主题家书活动，组织戒毒
人员通过书信向母亲诉说自己的愧疚与思念、改变与决心。同时，各大
队组织戒毒人员拨打亲情电话，开展“爱要让你看见”远程视频接见活
动，让戒毒人员通过远程视频会见系统与家人会面。
该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亲情在教育戒治中的感
化和促进作用，用母爱的力量激发戒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正途的内在
动力，有助于戒毒人员重拾信心、奔向新生。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卧龙分局
行政许可权利告知书
宛市监龙听告字【2022】第（7、9、10、
12、18、
19）号
六 个 人 姓 名 及 身 份 证 号（陈 洪 涛 61010319680315785X、刘 军 411303196012251019、杨 宛 生
412901196401230554、王建平 412901194910121517、杨亚强 4129011963
02172010、候善岑 412901195801172512）：
2022年4月5日南阳市外贸亚丰有限公司向本机关申请变更该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
本机关已决定自2022年4月15日起受理，
审查中发现该申请直接关系到你（单位）的重大利益，
现将有关情况告知
你（单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你们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听
证的权利。请你们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或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后）5 个工作日内，到本机关进
行陈述、
申辩，
或提出听证申请，
逾期未进行陈述、
申辩，或提出听证申请，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行 政 机 关 联 系 人 ：李刚、
王彦钧
行政机关联系电话：
0377-63201258
行政机关单位地址：
南阳市卧龙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楼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卧龙分局
2022 年 5 月 10 日

▲近日，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举办
第一届书绘文艺创意展活动。活动以“迎
接党的二十大”和“为共青团一百周年献
礼”为主题，展现新时代警院学子风采，讴
歌新时代精神。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 摄影报道

省郑州女子监狱
政治轮训全覆盖
提高能力转作风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
景娅 通讯员 王海龙）
“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
学习，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才能应
对各种风险与挑战……”近日，省
郑州女子监狱干警王淑娜在交流
活动中说道。在该监狱开展的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暨提升政治素
质专题政治轮训中，全体干警分
别在封闭执勤区、隔离备勤区、行
政办公区参与学习交流。
根据“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部署，3 月 28 日至 4 月 11 日，该监
狱在全体干警中组织开展专题政
治轮训，精心选取视频课程，开展
网络培训。隔离备勤区采用集中
观看视频的方式学习，封闭执勤
区、
行政办公区采用个人学习的方
式学习，
实现了政治轮训全覆盖。
政治轮训期间，该监狱全体
干警克服工学矛盾，有效利用执
勤 间 隙 、居 家 休 息 时 间 ，主 动 参
学，累计撰写心得体会 400 余篇。
全体干警在疫情防控和监管安全
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把握难
得的学习机会，沉下心学、静下心
思考，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
获，为推动监狱工作高质量发展
凝聚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省新乡监狱
加强
“两站”
建设
落实暖警惠警措施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
景娅 通讯员 王健）近日，面对复
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省新乡
监狱在严格落实各项基础制度、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心理健
康服务站、后勤保障志愿服务站
等“两站”建设，为参加封闭管理
的干警职工消除后顾之忧，保障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该监狱抽调两名取得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资格、三名取得国
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干警，
组建心理健康服务站，在每批隔
离备勤队伍中建立心理疏导员兼
职队伍，建立健全干警职工队伍
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服务
站定期组织心理健康知识学习讨
论，每月进行一次干警职工心理
状况调查，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心
理自我调节方式方法宣传。5 名
心理咨询师开通心理健康服务专
线，利用微信、电话等及时解答干
警职工提出的问题，帮助干警职
工疏导不良情绪。
同时，该监狱政治处和工会
联合建立后勤保障志愿服务站，
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分为 4 个小
组，及时向分包支部了解干警职
工家庭情况，对家庭有长期患病
人员、家庭负担较重的干警职工，
分组分片包干，定人定点帮扶，将
暖警惠警措施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