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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全会精神 忠诚履行使命
——三门峡市公安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以
来，三门峡市公安局积极部署，传达
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意见。

11月15日, 三门峡市公安局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全会精神，强调要突出政治
建警，深刻认识“两个维护”的历史
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高站位践行

“两个维护”。要突出结果导向，常
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高水平维
护安全稳定；要突出系统观念，深化

“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优化营商
环境暨万警助万企”活动，高质效护

航经济发展；要突出从严基调，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高
要求锻造过硬队伍。

会议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扎
实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
学习理解要到位，做到学深悟透、走
心走深；宣讲宣传要到位，营造人人
知晓全会精神、人人贯彻落实全会
精神的良好氛围；学做结合要到位，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与扎实抓好当前重点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全会精神在
三门峡公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百年波澜壮阔，百年大道如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回

顾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以更宏阔的视角,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既立足中华
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贯通了我们
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汇聚起了14亿多中华儿
女的坚定历史自信和创造历史伟业
的磅礴力量。

百年风云激荡走过壮阔征程，
百年不懈奋斗铸就世纪伟业。越是
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
知重负重。

作为一个刚脱贫县的基层领导
干部，各项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艰
巨，必须跟上时代节奏，时刻做到脑
中有思路、眼里有问题、手上有招
数、脚下有路子。团结带领广大党
员干部、民警辅警，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汲取奋进
力量，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守正创
新，聚焦主责主业，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拼搏奋斗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
执着，奋力书写新时代卢氏公安苦干
实干、不负韶华、敢打必胜、勇争一流
的壮丽答卷，为中原更加出彩、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强劲力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精
神激励和号召我们必须跟随党的脚
步，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在新的
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体现新担当、做
出新成绩。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
习领会。作为公安特警，必须深刻
认识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精神实
质和丰富内涵，牢记“中国共产党是
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
忘入警初心、牢记为民使命，不断提
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
行力，永葆特警忠诚本色。

二是要强化担当作为，恪守公
平正义。作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要真正担负起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

使命，有效维护和加强法律权威和
公信力，切实提高业务本领；要坚持
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深怀爱民之
心，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尽心竭
力为人民解难事，坚持不懈为人民
做好事。

三是要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
严管党治警。作为公安基层干部，
要着力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全面领
导，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
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坚定不移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
用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涵养，形成
优良党风政风警风，激发全支队干
事创业的动力，全面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令人精神振
奋、信心满满。同时，作为基层公安一分子，
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使命，在未来，我们肩
上的责任将更重大、任务更繁重。对此，我们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基
本方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
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系列
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

我认为，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工作创新发展，要把握好
以下几点：

一是要牢牢把握对党忠诚这一政治灵
魂，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可靠。公安机关作为
党和人民的“刀把子”，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公
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不懈地把政治建警
摆在首位，永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要牢牢把握服务人民这一根本宗
旨，不断提升公安队伍服务能力水平。要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
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工作，着力增强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高平安建设
的质量和成效。

三是要牢牢把握社会治理这一关键举
措，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公安
机关要强化担当，聚力作为，探索创新，积极
破解难题，大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
公共安全监管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
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

四是要牢牢把握执法公正这一价值取
向，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公安
机关要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坚定不移
地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要牢牢把握纪律严明这一重要保
证，努力锻造过硬公安队伍。要以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从严
治党、从严治警方针，践行“三严三实”标准，
进一步强化实战培训、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在
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挺身而出，在矛盾问题面前敢于亮剑，切实
担负起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百姓、确保一
方稳定的重大责任。

党的百年奋斗史，征程波澜壮阔，从播下
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
巍巨轮，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辉煌成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财富。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要自觉做到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要传承发扬好党的优

良传统，做好党的形象代言人，做到心忠、行
正，在“知”上下功夫，在“行”上见真章；要自
觉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团结和带领全所人员坚守工
作底线，为建设平安湖滨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个人将对
标对表，学习党中央伟大的历史主动
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
当，不断用党中央的精神和重大要求
检视工作，寻找差距，改进提高，用实
际行动为开发区政治社会平安稳定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知兴
替。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行各业都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
遇。就反诈中心而言，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手段、方式不断变化，我们要直面挑战，抓

住“专业打职业”改革机遇，创新工作方法，提
升工作能力。同时，要勇于走出“舒适区”，敢
于面对工作中的“瓶颈”，提升解难题的能力，
做到脚踏实地、以上率下、真抓实干，筑牢全
民反诈铜墙铁壁，不断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这是我
们党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我坚
守从警初心、履行职责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派出所所
长，我将立足本职，带头发挥好党员先锋引领

作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发展和
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实为民服务新品
牌；带领全所民辅警用情用心用力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持之以恒打击违法犯罪，
用我们的“辛勤指数”努力提升群众心中的

“幸福指数”、“安全指数”。

伟大成就鼓舞人心、宝贵经验弥
足珍贵，历史使命催人奋进。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一名派出
所教导员，我将努力作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标杆和
表率，推动全会精神深入警心民心。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

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
战，紧紧围绕“基础牢、治安好、发案
少、党和人民满意”的工作目标，凝心
铸魂、走心建制，发扬枫桥经验，在平
凡岗位上努力工作，打赢执法翻身
仗，并充分依靠群众，当好党和人民
的忠诚卫士，不断发挥公安打击治理
和倾情服务作用，努力打造人民满意
的新时代公安队伍，创建人民满意的
基层公安派出所。

回望百年路，党的奋斗历程波澜
壮阔；展望新征程，光辉旗帜引领光
明未来。

作为交管基层窗口负责人，我要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学习全会精神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结合
起来，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不断用党的重大成就鼓舞斗志，
用党的历史经验启迪智慧。

我将带领全所民辅警把个人学
习和窗口服务结合起来，落实“放管
服”改革举措，坚持在每一次车驾管
业务中让群众满意。提升队伍整体
素质，努力践行车管业务新担当，让

“我为群众办实事”走实走深，切实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十
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
了“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这对推
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基层高速交警，我将从
思想、道德和行动上与党保持高度一
致，在工作和实践过程中落实好、出成
效，在学中干、干中学，抓好上级布置
的每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实抓细。日

常工作中在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上
下功夫，做到重实干、求实效、见真章，
切实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安全、高效、
便捷、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我将和
广大高速交警同事们一起，紧紧围绕

“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不
发生亡人事故，不发生涉警舆情”这一
工作目标，以工作成效检验贯彻落实
情况，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
民安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续写平安
新篇章。

经济开发分局办公室民警
张晓烨

高速交警支队综合科民警
薛晓鑫

义马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所长
翟玲霞

义马市公安局泰山路派出所教导员
晁泰刚

渑池县公安局天池派出所所长
黄开

义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负责人
关文博

湖滨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
韩雪峰

示范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宋明亚专题会议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三门峡市公安局：

卢氏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卫振平

三门峡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负责人
张春潮

三门峡市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英姿飒爽、素质过硬的三门峡公安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