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城市司法局长胡文明向群众散发宣传单 !安报记者 张东 摄"

!!"

月
#

日!新郑市在炎黄广场举行全

国法制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 共组织全市司

法"行政执法等
#$

余个单位的
!$$

多名执法

人员和
%

个律师事务所" 两个司法鉴定所的

"$

余名法制宣传志愿者参与了活动# 许多群

众纷纷来到咨询台前!询问有关法律问题!索

要法制宣传资料$ 郑州市司法局副局长王长

义!在新郑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国宏!副

市长李颖军等领导陪同下来到了活动现场!

认真察看了宣传展板及各种法律宣传资料$

!安报记者 张书峰 李飞 通讯员 李天兴

王军现"

!

昨日上午!在郑州市紫荆广场!彩旗招

展"展板林立!包括省市公安系统在内的各级

司法机关的千名政法干警和法律工作者!在

现场为群众开展宣传以及咨询服务活动$ 当

日上午虽然气温降低!寒风凛冽!但仍有很多

群众闻讯前来$ 一位群众拿着一沓法制宣传

材料说&'这么冷的天! 这些干警们还上街为

我们服务!让我们感觉心里暖融融的$ (

!安报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刘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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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焦作讯!记者 杨家军 通讯员 吴永

红 史小莉 郑军"昨日!寒风凛冽!气温骤降!

但焦作市东方红广场却是人头攒动! 彩旗飘

飘!乐声阵阵!一派热闹景象#

以'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为主

题的焦作'

!"

)

#

(大型集中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正在此处举行!吸引了众多群众走近展台!观

看法律知识展板!咨询法律问题!接受法律知

识#焦作市委书记路国贤%市委政法委书记原

振喜也参加了活动# 路国贤寄语广大群众要

自觉学法守法!做'法律明白人(#

今年
!"

月
#

日是第八个全国法制宣传

日!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焦作

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依法治

市办公室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制宣传活

动! 除在焦作市东方红广场进行集中法制宣

传活动外!所辖的
!$

个县市区也设立了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分会场# 活动分为法律咨询服

务%法律知识有奖竞猜%法律知识展板展出%

文艺节目演出%发放普法资料等形式#焦作市

&$

多家单位参加了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共向

群众发放各类法律宣传资料
!$

万余份#

焦作市市委书记路国贤带领有关领导参

加了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他称赞此次大型法制

宣传活动!是焦作市扎实开展普法教育!推动

'五五(普法工作的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对于

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建

设'法治焦作(%'平安焦作(%'和谐焦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他寄语焦作市各级领导

干部和公职人员要带头学法%正确用法!做依法

决策%依法行政的表率*政法部门和执法人员要

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增强法制观

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做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

标兵*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学法守法!依法维护

权益!合理表达诉求!解决涉法问题!做法律法

规的明白人*全社会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强力

推进法治城市创建$

市委书记寄语群众
做#法律明白人$

!"

月
#

日# 是全国第八个法制宣传日$

当天上午#开封市在该市司法局院内举行了

启动仪式#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勇#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玉虎在启动仪式上作了

重要讲话$市公安局等
#%

家成员单位参加了

该仪式#顺河回族区民心社区等单位的代表

作了典型发言$ 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安报记者 祁飞 特约记者 毕文杰

摄影报道"

安报商丘讯!记者 张东 实习生 蒋明 通讯

员 张业峰" 昨日!商丘市睢阳区司法局联合公

安局"法院"检察院"劳动局"国税局"地税局"

教育局"卫生局"计生委等
%$

多家执法单位和

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位+++睢阳区老年义务

普法宣传队!在安奇)乐易广场举行主题为'弘

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的'

!"

)

#

(大型法制

宣传现场活动$

当日上午!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

建民!副市长贾瑞琴!市依法治市办公室主任"

司法局局长王秀德! 在睢阳区委书记刘沛"区

长杨继民"区人大副主任张玉玺"副区长杨光

的陪同下!到活动现场视察$

视察结束后!王建民强调!要把'

!"

)

#

(法

制宣传日活动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

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

开展'五五(普法和'学法用法!做守法公民!建

和谐商丘(活动的重要平台$ 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普法活动!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

加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弘扬法治精

神!服务科学发展!为推进依法治市和构建和

谐商丘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据统计! 本次活动共设置法律宣传点
%$

多个!悬挂法律宣传横幅
&$

多条!散发各种宣

传材料
"

万多份! 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
"$$$

余份!解答咨询
"'($

多人次$ 活动吸引了众多

市民的踊跃参与!规模比往年更大!内容更为

丰富!市民们主动学法"用法!做守法公民的热

情也更高$

把人民利益当做
宣传工作出发点

安报三门峡讯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张国

强 张军时" 昨日是第八个全国法制宣传日!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三门峡市司法局"三门峡

市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市直和

湖滨区有关单位在市区湖滨广场集中开展宣

传活动!以派发文字资料"举办图片展及法律

咨询的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三门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郭绍伟!市人大

副主任陈孟虎!副市长张英焕!市政协副主席

姚龙等前往各活动点巡视!指导工作$

今年'

!"

)

#

(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的主题

是'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为进一步

在广大市民中弘扬法治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市直和湖滨区
&)

家政

法"行政执法部门及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等

统一行动! 组织了百余名机关干部和工作人

员走上街头!集中开展宣传咨询活动$他们围

绕今年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结合各自的工

作实际! 围绕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

题!向广大市民群众宣传诠释法律法规知识$

活动当天!各单位"部门紧紧围绕构建和

谐社会"普法目标任务"依法治理工作经验等

方面!精心设计制作图文并茂的展板
!)*

块!

悬挂横幅
*!

条!散发各类咨询宣传材料近
"

万份!受到广大市民群众普遍欢迎$

据悉!该市今年的'

!"

)

#

(全国法制宣传

日宣传活动! 从
!!

月下旬开始至
!"

月下旬

结束$

安报济源讯 !记者 郭春彦 通讯员 侯

阳"'

!"

)

#

(法制宣传日当天!济源市法院组织

法官走上街头!迎着凛冽的寒风!免费为市民

提供法律咨询! 认真解答人民群众提出的问

题! 让法制的阳光照到每一位需要咨询的群

众心中$ 济源市法院法官在寒风中坚守工作

岗位!受到济源市委领导的关注!中午
!$

时

%$

分!济源市委宣传部长李军星"市人大副

主任刘存敏一行到济源市法院咨询点亲切看

望了正在接受咨询的青年法官$

!

昨日!罗山县公安局精心准备'

!"

)

#

(

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成立了以局长张远"政

委王莉为正副组长的宣传领导小组$ 上午
'

时!该局法制"宣传工作人员就在县城主干道

天元中路摆放展板!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法

律知识!展示改革开放
%$

年来全县公安工作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当前公安机关开展的工作

情况$ !安报记者 陈建章 通讯员 胡正宇"

!

昨日!洛阳市司法局"市依法治市办公

室共同组织全市各县,市-"区开展了以'弘扬

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法制宣传

活动$活动现场共展出法律宣传展板
"&$$

余

块!悬挂横幅
)$$

多条!发放各类法制宣传资

料
!&

万多份! 出动宣传车辆
!(&

台! 全市

!&$$

余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活动$

!安报记者 郭富昌 马建刚 通讯员 关玲"

!

昨日上午! 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

际!确山县法院围绕'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

学发展(主题!组织干警携带印制的法律法规

小册子和法制宣传单
"$$$

余份!又一次组织

干警到确山县城繁华地段解放路开展大型法

制宣传活动$!安报记者 陈磊 实习生 朱剑锋

通讯员 黄依群 于鸿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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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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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

周口中院少年审判庭张富友" 李静两位法官

前往周口二高!为该校
!$$$

余名学生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法制课$

在授课现场! 两位法官用精心准备的典

型案例!深刻阐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两

位法官鼓励同学们学习法律知识! 抵制不良

诱惑!远离江湖义气!戒除网瘾!教育他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据悉!这是该院实

施'春蕾(计划+++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系统工

程的又一措施$!安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周

玉国 陈东 张富有"

!

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 杞县法

院法官在县城繁华街头设立法律服务点!为

群众解答法律问题!提高群众遵纪守法意识!

受到群众好评$当天上午!法官共接待咨询法

律问题的群众
%*

人!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

余份$ !安报记者 祁飞 通讯员 李冰"

!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以'

!"

)

#

(全国

法制宣传日为契机! 开展了以 '弘扬法治精

神!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活

动!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全面

落实'五五(普法规划$ 该院组织了志愿者队

伍! 在辖区主要街道为群众现场讲解法律知

识!并通过发放宣传单"播放法制宣传教育片

等形式!增强了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

增强

了广大市民的法治观念$

!安报记者 杨家军 通讯员 张芳 赵昝鹏"

宣传活动
要进行一个月

领导行%焦作

基层动态

-./0

1234

领导行%开封

领导行%商丘

领导行%济源

领导行%三门峡

寒风中看望法官

民警现场答疑

!安报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刘书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