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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司法局——
—

主动作为求创新
司法行政创新篇
卢氏县普法领导小组指导
“
12·4”活动开展

□时报记者 刘林 文 / 图

2017 年， 卢氏县司法局在该县县委、县
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三门峡市司法行政部门的
有力指导下，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卢氏
县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为指导， 圆满完成了司
法行政各项业务目标， 为卢氏县的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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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是司法局的主要
职能之一，2017 年， 卢氏县司
法局开展了“迎接十九大，化解
纠纷促稳定”专项行动，全年共
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 128
次。 全力做好社会矛盾纠纷的
排查调处工作， 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狠抓关键时期、 敏感时段的社
会矛盾化解， 圆满完成建军 90
周年、 党的十九大等特殊时期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全年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3486 件，调解成
功 3385 件， 调成率达 97%，防
止民转刑案件 10 起，防止重大
矛盾纠纷引起的上访 12 起，有
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为平安
卢氏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该局
开展了以“喜迎十九大、全力保
平安” 为主题的社区矫正执法
质量提升年活动， 社区矫正进
一步规范化， 各项措施得到全
面落实， 无脱管、 漏管现象发
生；针对重点社区服刑人员，严
把交付与接收、 外出审批及监
管等重点环节， 对违反监督管
理规定、符合收监条件的，坚决
依法收监执行， 全年共实施训
诫 19 人、警告 8 人、建议收监
执行 2 名， 未出现因监管不到
位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恶
性案件发生； 各司法所根据实
际制定了 《社区矫正应急处置
预案》，杜绝了因监管不到位导
致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恶性案
件发生。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该
县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733
名，累计解除矫正 588 名，现在
册社区服刑人员 145 名。

加大法制宣传 促进社会和谐
2017 年，卢氏县普法教育领导 更换 32 块宣传橱窗。 同时，在该县
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建立“谁 朱阳关镇朱阳关村建立了面积约
执法谁普法 谁主管谁普法” 责任 300 平方米的法治文化园，使法治
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 推动该县 文化阵地逐步向乡（镇）延伸。
同时，在卢氏县电视台开办了
国家机关履行好本系统、 本部门、
本单位普法责任， 将普法部门的 《普法天天见》栏目，在广播电台开
“
独唱”变成各职能部门的
“合唱”。
办了“司法行政在线”栏目，编排法
该局依托滨河路绿化带建成 治小品、法治戏曲在 19 个乡（镇）
了卢氏县法治文 化 园 ，2017 年 5 巡回演出。 在司法局微信公众平台
月，利用园内设施，更新了两面法 上开办《微普法》栏目，运用漫画、
治文化墙、9 块孝爱文化长廊、6 根 微电影、普法小视频等形式对最新
法治文化柱、 协调 28 家执法单位 法律热点进行解读。

一年来， 该局组织普法讲师团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49 场次， 发放
普法宣传资料 6.5 万余册， 受教育
人数 7 万余人。 深入开展“法律六
进”活动，截至目前，共开展普法活
动 90 余次， 受教育群众达 8 万余
人；在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
日， 组织 43 个县直相关部门和 19
个乡（镇）举行了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为主
题的法治宣传活动，掀起了新一轮
的普法热潮。

发挥职能优势 服务经济发展
该局积极响应效能革命，将法
律援助业务入驻卢氏县为民服务
大厅， 精简 1 项法律援助申报材
料，案件指派时限从 5 个工作日缩
短至 3 个工作日；同时，法律援助
中心积极参与处理信访案件，全年
调处信访案件 13 起， 有效维护了
县区社会的和谐稳定；针对涉及民
生和社会稳定的案件开通绿色通
道，加大对高速路建设、县城建设
的征地拆迁补偿、农民工讨薪等案
件的援助力度；此外，加大对刑事
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全年共受
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64 件， 确保
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全程为
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
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法律援
助中心共 接 待 法 律 咨 询 2068 人

次， 共受理指派各类援助案件 277
件。 共接待农民工法律咨询 465 人
次， 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89
件， 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 69 万
元。 案件办理满意率、办结案件归
档率、解答咨询满意率均达 100%，
切实为群众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
律服务。
律师工作方面，该局认真履行
县政府法律顾问团职责，选派 5 名
优秀律师协助县政府处理重要法
律事务， 及时提供法律建议书，共
协助县领导接访 27 次， 当面解答
上访群众的法律问题，把群众的诉
求引导到依法解决的轨道上，维护
了信访秩序和维稳大局。 2017 年，
两个律师事务所共办理案件 866
件， 其中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案件

664 件， 法律援助案件 186 件，非
诉讼案件 16 件， 代理行政案件 31
件。 在卷宗检查中，案件合格率百
分之百，未发生投诉律师事件。
2017 年，该县 4 个法律服务所
共代理诉讼案件 248 件，非诉讼案
件 48 件， 接待法律咨询 1170 人
次，担任法律顾问 16 家，上法制课
20 场次，调处民间纠纷 123 件，接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1 件，
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 668 万元。
该局于 2017 年 10 月底圆满
完成公证体制改革任务，深入开展
公证质量建设年活动，多渠道提升
公证服务质量， 全年共办理公证
300 余件， 其中民事类 279 件、经
济类 18 件，无错证、伪证、无公证
上访投诉事件。

重视驻村帮扶 促进脱贫攻坚
卢氏县官坡镇丰庄村是该局
驻村帮扶的贫困村， 共有贫困户
60 户，2017 年以来，该局驻村工作
队协助相关部门，完成丰庄村 124
户村民农电改造，修成 4 座入户桥
梁，完成石沟组、咀子组道路硬化
工程， 筹措 12 万元资金修成一所
标准化卫生室；同时，做实产业扶
贫，提升群众获得感。 发挥该村原
有食用菌优势产业，成立食用菌合
作社，扩大生产，巩固提高该项产

业发展，形成“合作社 + 农户”的模
式，抵御市场风险；协助成立卢氏
县丰庄蜂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
农户目前达 26 户， 发放蜂箱 100
箱；大力发展连翘种植产业，现已
种植 297 亩，共 59400 余棵；鼓励
发展黄花菜种植产业，目前已种植
36 亩，保证贫困户有切合实际致富
途径；此外，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对
帮扶村居住环境恶劣，不具备产业
发展条件的 8 户贫困户实施易地

搬迁工作。
2018 年， 该局将认真履职、主
动作为，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
能， 深入推进“法治卢氏 平安和
谐”行动，持续抓好班 子 、 带 好 队
伍、更新观念、创新思维，全面开启
卢氏县司法行政工作新时代，为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
会主义现代化卢氏提供坚强有力
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