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 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 零
时，开封市监狱实现连续 20 年

“无罪犯脱逃、无重大狱内案件、
无重大疫情、无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的优异成绩，在开封市监狱发
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省监狱管理局在贺电中指出，连
续 20 年安全稳定的好成绩是历
届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全
体监狱人民警察职工共同努力的
结果，为河南省监狱系统赢得了
荣誉，为平安河南建设作出了积
极贡献。

近年来，开封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以创建一流规范化戒毒场所
为目标，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以
队伍建设为根本，以维护场所稳
定为己任，以科学戒治为中心，扎

实推进全国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
本模式建设，不断提升规范文明
执法水平。与此同时，该所遵循

“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
关怀救助”的戒毒工作原则，对戒
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戒毒医疗、
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回归指导、
延伸帮扶等工作，逐步在探索中
建立了工作规范和标准，被司法
部授予“全国监狱戒毒系统教育
质量年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连续
4年荣获省司法厅戒毒管理局目
标考核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连续3
年被省司法厅授予“平安建设暨
目标考核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被
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连续 6 年被司法部授
予安全“六无”戒毒所荣誉称号。

按照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要
点，开封市司法局紧紧围绕“监管
规范化、教育精准化、队伍专业
化”开展工作，落实“监督管理、教
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3项工
作，创新探索“互联网+课堂化教
育”模式，为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
犯罪、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做了大
量工作。

“下一步，我局党委将带领全
体司法行政人员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
子加油干，咬紧牙关拼命干，认真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基层
法治建设，以新时代、新要求、新作
为促进司法行政工作更新更快更
好地发展。”吕治民表示。

开封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监狱第一政委吕治民开展调研活动开封市司法局

实干落实处 实招见实效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华/文图

近年来，开封市司法局在开封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和省司法厅的指导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引领，不忘初心，司法为民，多措并举，激发活力，
真抓实干，着眼于“法治开封”“平安开封”建设，
用“新作风、新作为、新形象”推动开封司法行政
整体工作大发展，为开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和
谐平安的法治环境。

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该局作出了突出的工
作成绩。近年来，该局被授予“河南省人民满意
公务员示范单位”“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连续5年被省
司法厅评为“完成责任目标暨平安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2018年2月，开封市司法局、市监狱、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同时被省司法厅表彰为全省唯一
的“2017年度目标考核暨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2018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到开封市司法局调研。中
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副秘书长陈训秋、雷东
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等参加调
研。郭声琨对开封市“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
宣传周”活动成效和法治类电视栏目《宋都调解》
的经验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2018年12月13日，省司法厅厅长申黎明率
领调研组到开封调研基层法治建设工作。他表
示，开封司法行政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精神
状态好，经验亮点多，工作成效好，在服务基层社
会稳定大局、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
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加强体系建设法律服务惠民生
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2017年以

来，开封市司法局大力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立足“法律事务
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功能定
位，采取“3+X”模式，统筹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安置帮教等司
法行政资源，坚持线上与线下服务资源结合，不断健全服务网络，拓
展服务领域，打通“最后一公里”，形成供给充分、保障有力、管理规
范、运行高效、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供优质
高效、贴心便捷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9个，建立乡镇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102个、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2072个；
全力打造“一乡一团队、一村一法律顾问”机制，配备村（居）法律
顾问 511名，为村民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5243条，代群众起草法律
文书 357 份，开展法治讲座 225 次；创建“四级法律服务微信群”
2187个，为群众发送法律知识 4万多条，受到广泛好评。杞县司
法局创新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微信群塔”，层层互助互联服务群众
的做法，被中央和省级媒体宣传报道。

人民调解筑起“第一道防线”
人民调解员依法、依理、依情进行剖析、说服教育、引导和解

等工作，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在调解时普法，在普法时调解。2011
年，开封市司法局创新开办法治类电视栏目《宋都调解》，调解个
案，宣传法律，教育群众，培训全市调解员，形成了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大调解”“大普法”格局。

《宋都调解》开办以来共制作播出节目 179期，累计播出 1121
次、时长32580分钟，普及宣传了宪法、民法总则等多部法律法规，
已成为开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宪法学习宣传和“七五”普法最
有效的载体和生动实践。郭声琨在调研时称其是人民调解领域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典范。

近年来，该局以《宋都调解》为引领，把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化
解矛盾的主要抓手，推动人民调解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薪助燃。

如何将纠纷解决在“火花”冒出之前？如何将矛盾化解在“针
尖对麦芒”的那一刻？该局将一些公道正派、热心的人员先后推
选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的人
民调解组织2203个，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8000多名，2017年以
来，共成功调解矛盾纠纷6.7万余件，化解率98%，有效化解了一批
重大社会矛盾纠纷和“骨头案”“钉子案”，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调解工作成效显著，全国评优榜上有名。日前，该局基层工作
指导科、开封市通许县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命名为“全国人民
调解工作先进集体”；该局基层工作指导科科长韩琦、龙亭区宋付
振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宋付振、祥符区八里湾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主任黄连成被授予“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司法所建设步入快车道
开封市司法局注重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把加强司法所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下大决心、大力气，抓基层、打基础，以新时
代、新要求、新作为，不断提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平，推动司法
所建设步入快车道。

该局党委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对全市司法所开展调查研
究，形成调查报告，向市人大、市政府、市委政法委汇报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争取重视和支持；完善机制，建立协调会商工作机制，
促进基层工作的扎实开展；开办培训班、外出观摩考察、相互交流
研讨……相继组织大规模培训 7 次，有力提升了队伍的综合素
质；创新工作，加强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建设，与民政部门协调配
合，依托县（区）养老中心建成5个集食宿、教育、救助于一体的过
渡性安置帮教基地，为刑满释放“三无”人员提供短期生活保障和
继续教育改造的场所，最大限度减少失控现象发生。

目前，开封市40个司法所被省司法厅评为“河南省规范化司
法所”。

打造全覆盖法律援助服务圈

“俺走不动，想不到在家门口
就找到了法律援助，见到了律师，
帮俺解决了大问题，真是太感谢
啦！”80多岁的胡老太太在得到法
律援助后拉着律师的手说。

原来，胡老太太的女儿不幸
病故后，她与外孙女发生纠纷，因
年龄大，走不了远路，便到社区法
律援助联络点寻求帮助。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及时上报给法律
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登
门向胡老太太询问情况，并进行

调解，在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情况下，起诉至法院，并指派律师
代理胡老太太案件，最终维护了
老人的合法权益。

2018 年，开封市司法局在 9
个县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
法律援助咨询接待和案件受理
窗口，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136
个、法律援助联络点 2000 余个、
法律援助受理点 22 个，此外，加
强乡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
队伍建设，实现一村（社区）一法

律援助联络员，将法律援助送到
群众家门口。同时利用网上法
律援助服务系统，拓宽法律援助
渠道，加大力度，强力推进，使全
市法律援助工作呈现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深入到千家万户
的良好格局。

近3年来，该市共受理法律援
助案件 1.36 万余件，为群众解答
法律援助咨询 12万余人次，努力
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人心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开封市司法局科学谋划，整合
资源，统筹安排，成立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由局党委书
记、局长，市监狱第一政委吕治民
任组长，其他党委班子成员任副组
长，小组成员由局属单位分管领
导、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组成，下
设宣传发动、信息摸排线索收集、
法制保障 3 个工作小组，各司其

职，分工明确，为扫黑除恶工作有
序开展提供了保障。

该局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
委、市委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工作部署，要求全体司法行政干警
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履职尽责，确
保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同时通过设
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鼓励服刑

人员积极提供线索等形式，持续做
好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工
作。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党员
志愿者等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解答
群众咨询、举办法治展览和法治文
艺会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和展
示开封市司法行政系统扫黑除恶工
作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使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深入人心，营造了人
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舆论氛围。

多项措施提升公证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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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公 证 体 制 改 革
以来，开封市公证行业秉承“公
证为民”的理念，通过加强公证
宣 传 、加 快 推 进“互 联 网 + 公
证”建设、强化监管、狠抓公证

卷宗质量、畅通“绿色通道”等
一系列措施，全面提升公证工
作效率，推动公证行业可持续
发展。

开封市大梁公证处、大宋公

证处推出全年 365 天无缝隙预
约办证服务，多次为当事人提
供“量身定制”的公证服务，让
群众享受到了高效、便捷、优质
的公证服务，受到广泛好评。

监狱戒毒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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