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年来袁 隆阳区瓦窑镇采取 野定调子冶野吹号子冶野育苗子冶
野收果子冶举措袁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遥

定调子袁下好一盘棋袁构建大格局遥 该镇制定了叶瓦窑镇深入开展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镇创建实施方案曳袁 成立创建 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冶工作领导小组袁按照野九进冶要求和部门分工落实创建责任遥 吹号子袁
高扬主旋律袁唱响团结歌遥 该镇制作永久性宣传标语尧民族专题宣传展板
以及宣传横幅 1000 余条曰利用微信公众号尧大喇叭尧赶集日综合宣传和
民族团结进步进乡镇尧进农村等活动袁广泛宣传民族政策遥 与相关部门到
民族村联合开展野法律进民族乡镇尧进民族村寨冶活动 20余场次遥 育苗子袁
润物细无声袁浇灌石榴籽遥 在村渊社区冤野两委冶换届和群团组织换届中袁增加
少数民族占比袁并全力培养少数民族野领头雁冶遥 收果子袁打出组合拳袁守护
幸福果遥实施民族团结示范村项目 8个袁项目总投资 2271.865万元遥挖掘整
理瓦窑丧葬习俗尧小浪坝村旧地基民族年俗野双龙会冶袁列入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遥 共涌现出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 1个袁省级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村 7个袁市尧区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医院 1个遥 咱杨建桂暂

瓦窑镇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腾冲市警察协会公务用车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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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动物疫病的多发季节袁腾冲
市入春以来积极有效防控动物疫病袁保
障全市畜牧业生产健康发展和公共卫
生安全袁严格按照野政府保密度袁业务部
门保质量冶的总体要求袁多措并举袁扎实
开展春季动物疫病防疫工作遥

强化责任意识袁 细化春防工作任
务遥 2月 22日及时召开腾冲市 2021年
春防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袁会议
围绕 野全年免疫病种群体免疫密度达
90%以上袁 免疫抗体合格率达 70%以
上袁 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袁
确保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冶 的总体目
标袁 全面安排部署了 2021年春季动物
疫病防疫工作袁并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
了各级各部门的动物防疫工作责任袁会
议要求主管部门全面抓好防疫技术指
导和服务尧防疫物资使用和管理尧防控
工作监督和检查等工作遥各乡镇主管部
门重点抓好口蹄疫尧 高致病性禽流感尧
小反刍兽疫尧猪瘟尧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免疫应激

反应处置尧防疫人员使用和管理尧畜禽
养殖大户服务和监督等工作遥广大畜禽
养殖户严格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袁积
极配合乡镇主管部门袁切实抓好重大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并不断建立健全
畜禽养殖尧免疫等相关管理制度遥

落实四个到位袁 科学开展春防工
作遥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袁2 月初腾冲市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将开展春防
所需的疫苗尧消毒药尧防护用品等防疫
物资全部采购发放到位袁确保春防工作
的顺利推进遥 二是人员保障到位袁各乡
镇精心组织防疫技术力量 247 人袁成立
124 支动物防疫小分队袁 奔赴全市 220
个行政村袁 严格按照动物免疫操作规
程袁开展动物免疫工作袁确保免疫覆盖
率遥 三是技术保障到位袁市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专门抽调技术骨干 18 人袁
派驻 18个乡镇全力协助和指导各乡镇
开展春防工作遥同时加强了畜禽免疫效
果监测工作袁确保免疫质量遥 四是制度
保障到位袁各乡镇按照春防会议统一部

署袁继续实行野整村推进袁集中免疫袁定
期免疫补针冶 防疫制度和生猪 野321免
疫冶技术制度袁认真组织做好辖区内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袁确保全市春防工
作有序推进遥

加强督查检查袁 确保春防工作实
效遥 腾冲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
成立春防督察组袁围绕春防会议相关要
求袁对 18 个乡镇动物防疫责任制建立尧
强制免疫组织实施尧防疫人员科学规范
免疫尧防疫消毒制度执行尧疫苗保存和
使用尧免疫档案建立尧免疫应激处置尧免
疫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全面督促检查袁对存在的问题责成
相关乡镇限期整改完善袁以确保全市春
防工作取得实效袁保障全市畜牧产业健
康发展和畜禽产品安全生产遥

截至 3 月底袁腾冲市的春季动物疫
病集中防疫工作已全部结束袁为进一步
提高免疫密度袁目前各乡镇正在开展免
疫补针工作遥

尹康玲

昌宁县参加全省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县项目实施方案省级审核会

腾冲市扎实抓好春季动物疫病防疫工作

3月底袁全省 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
目实施方案省级审核会在昆明召开袁昌宁县今年被列为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一同参会遥 省农作能源管理
总站组织高校和院所的相关专家对各州市的实施方案
进行了现场评审遥

会上袁各项目实施单位逐一进行项目汇报遥 昌宁县农
业农村局项目负责人从秸秆综合利用的基本情况尧绩效目
标尧实施内容尧资金使用计划尧效益分析尧支持保障尧组织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汇报袁评审专家通过审阅申报材料袁质询
有关问题袁对方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和点评袁并提出了修改
建议和意见遥 省农村能源管理总站相关领导对各项目实
施单位作了工作要求袁 要加强重视尧 主动入位袁 今年以
来袁 农业农村部科教司作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
主抓部门多次发文袁 要求深入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袁 各实施单位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作物秸
秆利用的新模式曰 要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袁 加快工作进
度袁提高执行力袁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主袁在提高秸
秆还田质量的同时袁 进一步提升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水
平和市场化运作能力曰 要加大科技支撑和技术推广袁构
建秸秆综合利用补偿制度和多元化投入机制袁 努力打造
一批农作秸秆能源示范县遥 谢 飞 白志刚

序号 车辆品牌 车牌号 车辆识别代码 购置时间
拍卖底价

（元）
竞买保证金（元） 所属单位

1
银河国际.奔

腾者 MR1DX8
云 ME9075 MR1DX8FS0H0007298 2017.10.10 162,000.00 15,000.00

腾冲市警

察协会

2
福特牌

JX6491PA5
云 MY3638 LJXDJ3CB8HTU42193 2017.09.05 110,500.00 10,000.00

腾冲市警

察协会

受腾冲市警察协会委托袁 我公司对
以下 2辆公务用车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遥

一尧标的简介院渊见下表冤
二尧报名须知院报名时个人需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曰 单位
需携带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袁法
定代表人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曰
委托他人报名的袁 还需提交受托人身
份证及授权委托书遥 在公告期限内持
相关证件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袁 并将保证金于 2021年 4月
14 日 17院00 前渊以实际到账为准)交至
以下账户遥 开户行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山分行正阳南路支行袁账
号院53001728636051002888袁单位名称院
云南洪力汇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遥 在
交纳保证金时袁 须在银行凭证备注栏
中写明竞拍标的名称尧 标的编号等有

关信息遥 带银行盖章回单到报名地点
办理竞买手续遥

三尧 拍卖时间院2021 年 4 月 15 日
上午 9院30

四尧拍卖地点院腾冲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五楼

五尧报名及展示时间院2021年 4 月
7日至 2021年 4月 14日 17院00止

六尧标的展示地点院标的物所在地
七尧报名地点院保山市隆阳区杏花

小区 118号东大门遥 渊腾冲区域的竞买
人于 2021年 4月 14日下午 15:00后在
腾冲市兰都酒店一楼统一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冤

报名联系电话院0875要2128766
联系人院王先生 13987588825
云南洪力汇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6日

保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
云南万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我公
司冶)与保山慧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日投资注册成立袁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91530502MA6P83XN0T,
该公司成立时双方选定保山慧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王医担任保山国
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尧董
事长兼总经理袁保山慧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王浩东担任董事遥

保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后袁各股东于 2020年 11月 16日召开
股东会并共同作出了清算注销决议袁但
我司近日发现有关人员仍违法使用保
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项目名义对外开展项目招标尧业务分包

收取保证金等行为袁有鉴于此袁为澄清
事实,消除影响,我公司郑重声明如下院

一尧保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自 2019年 12月 2日注册成立起所开展
的任何经营活动袁均未经股东会尧董事
会授权同意袁系保山慧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私自以保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义对外所做出的行为袁均与保
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我公司
无关袁我公司对前述相关人员的任何活
动和行为不承担任何形式的经济或法
律责任曰

二尧敦促有关人员立即停止一切以
保山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项目名义所开展的违法行为袁否则我
公司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法律措施追
究其违法行为的责任遥
特此声明

云南万国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7日

公 告
根据 叶云南省司法厅关于开展清理公

职人员兼职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
的通知曳渊云司函也2020页80号冤文件要求袁隆
阳区兰城街道法律服务所与万春林渊男袁身
份证号码院532901195405021437袁 执业证号
码院325750011102320冤 终止了聘用合同关
系袁万春林持有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曳 未经过 2021 年检
审袁其未按规定上缴该叶执业证曳遥 为维护本
所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袁 本所特做如下公
告和声明院 隆阳区兰城街道法律服务所与
万春林已与 2021年 3月 31日交接完毕袁万
春林不再属于本所的法律工作者袁 与本所
的权利义务终止袁自公告之日起袁万春林所
有的执业活动与本所无关遥

隆阳区兰城街道法律服务所
2021年 4月 6日

寻找弃婴渊弃儿冤生父母公告
2020年 8月 26 日袁保山市施甸县由旺

镇严家庄一组村民祁连艳在保山市隆阳区
蒲缥镇两眼井办事处茨竹箐一组两公里以
外的一个小松林树下袁 捡到一名出生一两
天左右的女婴袁 该婴儿裹着一张白毛巾还
有一件水红色外套袁用一片纸壳垫在地上袁
未留下出生年月袁无其他随身物品遥 身上无
特殊印记尧胎记及伤痕遥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与祁
连艳联系袁联系电话:18708757467袁联系地址:
保山市施甸县由旺镇尹稼庄一组袁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袁孩子将被依法安置遥

声明作废
银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袁因不慎遗失叶云南省

罚没收入专用收据曳存根联一份袁号码院00539883袁特
声明作废遥 银李迁玲尧沈国云不慎遗失由保山红星城
乡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青华海 PARK9 号地块 1要
1要1901号房收据 1份袁收据号码院翼0011407袁金额院
贰拾贰万伍仟玖佰贰拾壹元整渊225921.00元冤袁特声
明遗失遥 银瞿焕莲不慎遗失由保山红星城乡投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青华海 PARK5 号地块 18幢 1单元
702室购房款收据客户联 2份袁收据号码院翼0002949袁
金额院壹万元整渊10000.00元冤曰收据号码院翼0004124袁
金额院贰拾捌万捌仟零叁拾柒元整渊288037.00 元冤袁
特声明遗失遥 银云南恒德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叶开
户许可证曳袁法人院熊海芝袁核准号院J7530001678901袁
账号院53050172863900000288袁开户银行院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北城五洲支行袁 特声明作
废遥 银腾冲市腾越镇杨艳梅珠宝行经营者杨艳梅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2530522MA6L4愈WK6M袁 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袁注册号院530522600485827袁核准日
期 2017要11要03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高晓娇不慎遗失
由保山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保山吾悦
广场 3# 地块 20 号楼大高层 2303A 定金收据客户
联一份袁收据号码院XCKG00354634袁金额院贰万元整
渊20000.00 元冤曰 遗失楼款收据一份 袁 收据号码 院
XCKG00355362袁金额院壹拾贰万柒仟叁佰壹拾伍元
整渊127315元冤袁特声明遗失遥 银个人经营者杨渊元
不 慎 遗 失 叶 营 业 执 照 曳 正 副 本 袁 注 册 号 院
530502600187568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隆阳区杨渊元烟
花爆竹经营部不慎遗失叶营业执照曳正副本袁注册
号院530502600250180袁特声明作废遥银杨渊元不慎遗
失 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曳 副本 袁 注册号 院
530502600193406袁特声明作废遥

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汪自武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邓

桂英因与被上诉人汪自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现依
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 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云 05 民终 290号民
事判决书袁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袁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遥

隆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从珍院本院受理渊2021冤云 0502民初 2041

号原告赵连相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及本院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院1.请
求判令原尧被告离婚遥 2.共同财产归原告所有遥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渊节假日顺延冤上午九时在辛街法庭开庭审
理本案袁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遥

郑 重 声 明

农民工工资结算公告
荫保山市辛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日开工承建的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高黎贡山移民
安置点生产供水工程渊三标段冤已于 2018年 7 月 3 日竣
工验收合格袁目前工程全面竣工袁涉及农民工工资已全
部结清袁 若有拖欠工资者请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15 日内
到该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受理袁逾期公司将不再受理遥

联系人院王师 联系电话院18187540278
保山市辛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4月 7日
荫云南顺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3日开工承建的隆阳区 2017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项目渊三标段冤已于 2018年 4 月 23 日竣工验收合格袁目
前工程全面竣工袁涉及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袁若有拖
欠工资者请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15 日内到该工程指挥部
办公室受理袁逾期公司将不再受理遥

联系人院王师 联系电话院18187540278
云南顺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4月 7日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咱上接一版暂

渊六冤大力弘扬宪法精神遥深入持久开
展宪法宣传教育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
法律至上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尧 权由法
定尧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袁维护宪法
权威遥 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袁
组织好 野12窑4冶 国家宪法日尧野宪法宣传
周冶 系列宣传袁 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
化尧制度化遥 抓住野关键少数冶袁把宪法纳
入各级领导干部学法清单袁作为领导干部
学法基本任务尧法治素养评估和年度述法
基本内容袁增强领导干部宪法意识袁促进
领导干部带头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袁带
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尧推动发展尧化解矛
盾尧维护稳定尧应对风险的能力遥 落实叶青
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曳袁 把宪法纳入国民教
育袁 融入校园文化袁 持续举办全国学生
野学宪法讲宪法冶尧野宪法晨读冶 等系列活
动袁 在青少年成人礼中设置礼敬宪法环
节袁增强青少年宪法观念遥 在野五四宪法冶
历史资料陈列馆基础上建设国家宪法宣
传教育馆袁建设各类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基
地袁通过升国旗尧奏唱国歌等仪式仪礼和
开展重大节庆活动袁增进全社会对宪法的
尊崇和信仰遥把宪法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有机结合起来袁 以宪法教育激发爱国热
情袁 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尧 中华民
族尧中华文化尧中国共产党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遥

渊七冤在法治实践中持续提升公民法
治素养遥 注重公民法治习惯的实践养成袁
促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法治袁 用科学立
法尧 严格执法尧 公正司法的实践教育人
民袁推动全民守法遥 坚持科学立法袁推进
党的领导入法入规袁把党的主张依照法定
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袁使
法律法规尧司法解释等更好体现国家价值
目标尧 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袁以
良法保障善治遥 坚持严格执法袁强化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意识袁促进提高依法行
政能力和水平遥 坚持公正司法袁健全公正
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袁 促进司法文明袁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遥 坚持全民守法袁让依法工作
生活真正成为一种习惯袁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遥加大全民
普法力度袁 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袁
落实野谁执法谁普法冶普法责任制袁加强
以案普法尧以案释法袁发挥典型案例引领

法治风尚尧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
极作用袁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
治素养遥 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袁让民
法典走到群众身边尧走进群众心里袁大力
弘扬平等自愿尧 诚实信用等法治精神袁教
育引导公民正确行使权利尧 积极履行义
务遥 强化依法治理袁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改起尧从细节抓起尧从小事做起袁积
极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规则尧
做好垃圾分类尧杜绝餐饮浪费尧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等袁培养规则意识袁培育良
好法治环境遥 在法治轨道上应对突发事
件袁依法加强应急管理袁引导全社会依法
行动尧依法办事遥突出学习宣传党章袁深入
开展党规党纪教育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做
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尧
模范遵守者尧坚定捍卫者遥 完善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袁把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袁引导人们理性
平和协商解决矛盾纠纷遥把法治文化建设
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尧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中袁推动完善市民公约尧乡规民约尧学生
守则尧行业规章尧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遥

渊八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
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遥 传承中华法系的
优秀思想和理念袁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
和成败得失袁挖掘民为邦本尧礼法并用尧以
和为贵尧明德慎罚尧执法如山等中华传统
法律文化精华袁 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袁
加强研究阐发尧公共普及尧传承运用袁使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遥
加强对我国法律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袁弘
扬代表性人物的事迹和精神袁因地制宜建
立基地袁免费向社会开放遥 加强对法律文
化典籍尧文物的保护和整理袁让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尧传下去遥 挖掘善良风
俗尧家规家训中的优秀法治内容袁倡导传
承优良家风遥

渊九冤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遥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袁创作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野五
个一工程冶等文艺精品工程有机衔接的优
秀法治文艺作品遥 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
任袁综合运用野报尧网尧端尧微尧屏冶等资源
和平台袁推动法治融媒体建设袁建立以内
容建设为根本尧先进技术为支撑尧创新管
理为保障的法治全媒体传播体系袁创建法
治品牌栏目尧节目遥 推动法治文化数字化
建设袁以全国野智慧普法冶平台为依托袁组
织开展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袁建
立全国法治文艺精品库袁汇聚优秀网络法

治文艺作品袁逐步实现共建共享遥 加大法
治文化惠民力度袁 充分利用 野三下乡冶活
动袁 组织丰富多彩的法治文艺下基层袁在
重大节庆日尧 法律法规实施日等时间节
点袁组织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遥

渊十冤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遥 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规划袁
建好用好各种法治文化阵地袁 扩大覆盖
面袁提高利用率和群众参与度遥 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尧法治文化创作基地尧青少
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建设袁完善建设标
准袁增强实用功能遥 注重发掘尧研究尧保护
共和国红色法治文化袁 传承红色法治基
因袁建设一批以红色法治文化为主题的高
质量法治宣传教育基地遥把法治元素融入
长城尧大运河尧长征尧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袁融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袁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遥积极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渊所尧站冤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共
文化机构等阵地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
治文化活动遥 加强对县渊市尧区尧旗冤尧乡镇
渊街道冤尧村渊社区冤等区域治理法治状况
的研究评估工作遥 以民主法治示范村渊社
区冤等为基础袁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法治
文化体验线路袁形成一批深受人民群众喜
爱的区域性法治文化集群遥推动法治文化
与地方尧行业特色文化有机融合袁促进法
治文化进机关尧进农村尧进社区尧进企业尧
进学校尧进军营尧进网络等遥加强基层单位
法治文化形象塑造袁建设法治野微景观冶遥
着力提升市县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质量袁推
动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遥基本实现
每个村渊社区冤至少有一个法治文化阵地袁
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遥

渊十一冤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遥 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袁对外阐释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法治内涵和法治主张遥注重
在共建野一带一路冶中发挥法治文化作用袁
建立和完善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和组织机
构袁推动沿线国家尧地区开展法治文化交
流合作遥 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袁加快我
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和研究袁推
动海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袁更好服务于
海外法律纠纷解决和涉外法律工作袁提高
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遥把法治外宣作为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袁善于讲述中
国法治故事袁 展示我国法治国家的形象袁
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影响力遥 举
办法治国际论坛袁 开展与世界各国法治
文化对话遥

三尧组织保障

渊十二冤加强组织领导遥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袁加
强领导尧统一部署袁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
法治建设总体规划袁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遥将法治文化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内容袁作为法治示范创建尧精神文明创建尧
平安中国建设等创建指标体系的重要内
容遥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袁及时研究解决法治
文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遥完善优秀法治文
化作品的鼓励支持政策袁加大对法治文艺
精品和法治文化基地的扶持力度袁促进法
治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遥将法治文化建设
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袁统筹利用好现有
经费渠道袁拓宽资金来源袁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法治文化建设遥

渊十三冤健全工作机制遥建立健全党委
统一领导尧政府主导实施尧部门分工负责尧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建设工作机制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办公室和各地全面依法治省渊市尧县冤委员
会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袁司法行政部门具
体负责日常工作遥 党委宣传尧网信尧法院尧
检察院尧教育尧财政尧文化和旅游等部门要
发挥职能作用袁 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遥
各部门要按照野谁主管谁负责冶原则袁加强
本部门本行业本系统法治文化建设遥各群
团组织和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袁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法治文化建设遥

渊十四冤强化人才培养遥坚持立德树人尧
德法兼修袁 实施法治文化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袁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遥 加强法治文化专业队
伍建设遥完善普法讲师团服务管理袁推动实
现制度化规范化遥 健全法治文化志愿服务
体系袁提高志愿服务水平袁推进志愿服务精
准化尧常态化尧便利化尧品牌化遥加强法治报
刊出版网络队伍建设袁 加强法治新闻采编
创作人员法治培训遥 发展壮大法治文化理
论研究力量袁培育学科带头人遥完善法治文
化建设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遥

渊十五冤培育推广典型遥鼓励和支持各
地区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探索尧勇于
创新遥 加强培育法治文化建设先进典型袁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遥
建立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袁发挥引领示范
作用遥做好法治文化建设成果宣传和典型
推广袁形成良好氛围遥

文明袁是一个时代进步的体现和动力遥 文明城市的创建袁是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袁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袁满足人们需求袁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
民生工程遥

今年以来袁社会上不文明行为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袁比如行人过马
路闯红灯尧翻越护栏尧随地吐痰尧在商铺门口的人行道上晾晒衣物尧遛
狗不拴绳尧违章停车尧践踏草坪尧外卖人员车道逆行等等遥

产生不文明行为的原因有很多袁除了和民众自身素质尧道德观念
有关以外袁社会风气的影响尧工作监管力度的不足都存在着一定的因
素遥 不文明行为袁表面上是部分民众不重视袁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是野小
事冶曰但在本质上袁不文明行为是因为人们在潜意识里没有真正意识到
不文明行为潜在的危害遥

每天早晨经过学校附近袁都会时不时地看见有家长带着孩子翻越
护栏的情景遥 此时袁马路上车辆横行袁这种行为不仅对自身尧也会对交
通安全造成危害遥 更重要的是袁家长这样不负责任的尧不文明的行为袁
给孩子造成一种错误的示范遥 孩子心里必定也会埋下一颗不文明的种
子袁其影响有多大显而易见遥

面对各种不文明行为袁大多数人都觉得与自己无关袁于是就不去
理会袁不去制止袁从而导致这些行为肆意生长遥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文
明的践行者袁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人袁帮助更多人提升文明素养遥 虽
然文明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袁也不是一个人尧两个人的事袁但是袁
只要你我都把文明记在心头袁全社会持之以恒袁必能久久为功遥

杜绝不文明行为袁人人有责遥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袁首先要对广大市
民开展深入的宣传教育袁让民众有野我是参与者袁我是受益者袁我是维
权者冶的意识袁从而摆正自己的心态袁加强道德修养袁提升自身素质曰其
次袁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袁加大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度袁鼓励大家
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谴责尧制止和举报袁加大监督与管理的协调配合力
度袁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识和环境意识袁增强文明创建合力曰第三袁从自
己做起尧从小事做起袁增强争当文明市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遥

摒弃陋习袁让野创文冶成为一种态度和习惯袁更让共同的家园越来
越和谐美满遥

摒弃陋习袁文明成果共受益
章媛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