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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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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的法制建设进程中!

!"#$

年注定是一个让历史铭

记的年份" 从这一年开始!一项在全省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

的全民普法活动拉开了序幕"

岁月嬗变!弹指一挥间!我省的普法进程已经走过了
%&

余年的漫漫长路"

通过
'&

余年的宣传教育! 我省的普法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普法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在实

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促进中原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回顾
'&

余年的普法历程!一条清晰的脉

络呈现在我们眼前"从
!"()

年开始!全省开

展了以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森林法#兵役

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九法一条例%为主

要学习内容的普法活动! 突出抓了各级领导

干部& 广大青少年学法和原省辖九市的普法

工作'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农村

普法( )一五%普法结束时!全省
)*+&

万普法

对象有
$(&&

多万人学完了普法规定的内容!

干部职工合格率达
"&,

以上! 农民合格率达

($,

以上!个体工商户普法合格率达
(),

(

)二五%普法期间!在继续抓好宪法等基

本法律知识普及的同时! 重点加强了专业法

的学习宣传!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主

要内容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普及(

为了增强普法效果! 各地在面授为主的基础

上! 普遍重视采用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

形式!如法制黑板报&法制文艺演出&法制标

语等宣传法律知识! 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欢声

笑语中接受法制教育(

!""$

年
-

月全国人

大&政协会议期间!我省组织法制文艺演出团

进京汇报演出!受到)两会%代表及各界好评(

学法用法促进了依法治理工作的开展(

到
!""$

年底! 全省有
.

个省辖市 &

$(

个县

区&

'/&&

多个乡村&

-&&&&

多个企事业单位开

展了依法治理活动(

0"")

年)三五%普法启动!县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及青少年是普法的重点对象( 各地纷纷

组建了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普法讲师团和法

制宣传员队伍( 普法形式日趋多样化!广播&

电视& 报纸开设的法制专栏和专题成为普法

宣传的重要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

0"")

年
(

月!省委成立河南省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省司法厅! 负责全省的普法宣传

和依法治理工作( 我省把)三五%普法作为全

面实施依法治省战略的基础工程来抓! 各地

成立制定了依法治理机构及工作制度! 有力

地推动了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0

年!省委&省政府批转了*省委宣传

部+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 明确提出要努力实

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的转变!全面提高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

素质-要努力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

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不断提高社会

的法制化管理水平( 这)两个转变&两个提高%

反映了我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

善的新形势下!提高全省人民群众法律素质和

推进全省依法治理工作的要求( 同年
0'

月
/

日.现行宪法颁布日/!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全国

法制宣传日' 此后!每年的
0'

月
/

日!全省各

地都会举办大规模的法制宣传活动!$

0'

0

/

%成

为我省普法活动的重要载体11

'&&)

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也

是)五五%普法的开局之年' )五五%普法实施至

今!我省建立完善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

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工作机制!以法

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通过建立引导

激励机制加强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通过建立

依法行政示范带动机制加强了公务员学法用

法!通过建立日常教育机制加强了青少

年普法!通过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加强了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普法!通过建立灌输

帮助机制加强了农民普法!由此形成了

覆盖全省人民群众的大普法网络'截至

目前!我省共有)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

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

个'

'&&.

年省政府法制办+省司法厅+省依

法治省办公室联合开展依法行政示范

单位创建活动以来!我省确立的省级依

法行政示范单位已有
0(

家'

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 带动了普

法形式的创新发展")加强法制宣传教

育!构建平安和谐开封%+)依法诚信纳

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 在开封市
.

路 +

0-

路 +

0(

路 +

'/

路等线路公交车

上!记者看到!车载液晶电视滚动播出

着法制宣传标语和法律法规条文!)让

我们在乘车过程中就接受了普法教

育!增加了自己的法律知识!也能营造

一个更加和谐的乘车环境%!乘客李先

生如是说'现在!在许多城市的公交车

上+城市中心广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

区! 随处可见的电子大屏幕交替播放

普法信息! 电子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普

法工作的开展! 进一步扩大了普法教

育的覆盖面'

)根本大法是宪法! 事事都应遵

循它 -权利义务宪法定 !公民人人依

法行' 新的刑法内容多!条条款款认

真学 -触犯刑律要伏法 !法网恢恢逃

不脱11% 在宝丰马街书会现场!三

八红姐法制文艺宣传队正在演出她

们精心排演的法制文艺节目'经过几

百年的发展!马街书会的艺术品种已

服有
'&

余种! 每逢会日! 演出艺人

'&&&

余人!现场观众十万余人' 宝丰

县司法局充分发挥这一区位优势!组

建法制文艺宣传队 ! 编排一批思想

性+艺术性较高的节目在书会上进行

表演 !生动活泼的形式 +丰富多彩的

内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运用法制文

艺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成为我省普法

的一个新亮点'

在焦作孟州市缑乡镇段东村!村

里路两边的墙上都贴着各种顺口溜!

这是他们独特的普法宣传!古老的民

谣)新娘梳头歌%+)十二月歌%等在这

里都被赋予了法律的内容' 村民说!

这些都是村支书王义亮自己编的!宣

传计划生育的歌词有! 交通法的有!

信访法的也被他编成了)小曲%!一个

十几岁的孩子把这些法律 )条文%脱

口而出'

多样的宣传形式让法律融入了最

朴实的人们心中! 也让法律成了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正像卢梭说的那样!法

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

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在法制历程的变迁里! 河南农民

的法律意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

响'在杞县葛岗镇张博士寨!村民李中

州说!是法律让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0"."

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因为在村里

看电影时别人踩了李中州的脚! 当时

年轻气盛的李中州不满意那人的态

度!把人家打伤住进了医院'后来不但

他的父母去医院探望! 还赔了人家住

院费
)(

元钱'这个在当时看来的巨额

数字让他们家人难过了好长时间'

)那时候可不知道法律是个啥东

西'%在往后的日子里!李中州知道了学

习法律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学习起法

律来')懂点法律知识!起码说遇事不再

2脑子一热+不顾一切3了' %他说'

0"""

年春天!李中州承包了村里

的
-

亩苹果园!并与村里签订了
-&

年

的承包合同! 村里给他发了土地承包

证'当年秋天!村里对承包地进行调整

时! 将他承包的果园调整给了孟某承

包! 还在未收回与他签订的承包合同

且未实际交付果园的情况下! 也给孟

某发了土地承包证'两个月后!孟某向

他提出交付这
-

亩果园时!他拒绝了'

此后!孟某不断托村干部说和!想让村

里给他点补偿后)私了%!李中州又一

次拒绝了'李中州说!经过村里的普法

宣传! 他自己又认真学了有关法律条

文!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不能和他

私了' 不久!孟某将他告上了法庭' 最

后!法庭审理后!依法驳回了孟某的诉

讼请求'经过这场官司!村里人知道是

他学法的好处!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找他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

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说!

过去!我们到基层调研时!发现老百姓

对法律的概念就是)抓人%+)判刑%+)罚

款%等!没有意识到法律会给他们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随着法律的宣传和普

及!老百姓看到了法律对生活产生的直

接影响' 农民兄弟们知道!*农业税条

例,废止后!持续
')&&

年的)皇粮国税%

成为历史!仅此一部法规的出台!全国

"

亿农民每年不仅可以不再交原先的

--)

亿元的农业税+

.&&

多亿元的)三提

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还不再负担各

种不合理的收费了! 人均减负约
0/&

元-工薪阶层知道!修改后的*个人所得

税法,的实施!使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

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由
(&&

元提高到了

0)&&

元!无形中增加了不少收入' 另据

我们到基层的调查!人们在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只有
.1-,

的人选择)忍气吞

声%!

"'2.,

的人已经习惯于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权益'

参与我省法律援助的律师说!法

律援助不仅是维护受援者的合法权

益 !也是在维护党 +政府和法律的形

象' 法律援助!简单地用法律诉讼还

不够! 还要用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

化解社会矛盾!要让受援对象的笑容

更灿烂'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办理

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

件! 追回

拖欠工资和人身损害赔偿金
$!(+

万

元!受援农民工
/(//

人!接待农民工

咨询
'2'

万人次' 法律援助为农民工

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撑起了一片法

律的晴空'

)是法律给了我重生的机会4%曾在

省第三监狱服刑的鲁某说' 入狱后!监

狱民警们轮流找他谈心!使他懂得了自

己因为不懂法才走上了犯罪道路'后来

在管教民警的帮助和指导下!他在监狱

里系统地学到了法律知识!并且学到了

一技之长!)法律让我重新规划了自己

的改造之路%'刑满释放回到家后!鲁某

运用自己在监狱所学的法律知识帮助

村民解决涉法问题'他还运用在监狱农

场所学的养猪技术办了一个养猪场!现

已成了本地的致富带头人'

今年是)五五%普法实施的第三年!

回首二十余年的普法历程! 是我省法制

宣传教育从空白走向成熟的
'+

余年!也

是法制宣传教育经历深刻变革的
'+

余

年' 我省的普法工作初步实现了从启蒙

教育到提高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法

律素质的跨越! 初步实现了由注重依靠

行政手段管理向依靠法律手段管理+进

而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跨越!

初步实现了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

作由虚变实+由弱变强!向制度化+规范

化+法制化的跨越'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司法厅承担的

一项重要社会职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要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关注

民生+服务群众作为普法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进一步强化普法工作的政府责

任!突出普法工作的公益性' %河南省司法

厅厅长王文海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说'

45673

突出普法工作的公益性

89:;3

法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3

群众性普法活动异彩纷呈

@ABC3

从!一五"到!五五"

省会市民冒着寒风在今年的$

!'

%

/

&活动现场询问法律疑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