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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荆锐）“许书记对
今后政法工作的安排既贯彻中央精
神又符合河南实际。听后，我觉得
自己肩上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同
时也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2月
6日下午，在第六小组讨论会上，焦
作市中级法院院长李玉杰表示，报
告对我省政法部门存在的问题把握
精准，对今后的工作部署重点突出、
操作性强。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他
们将严格按照报告精神做好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把每一项工作要求
落到实处。

“报告对我省政法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为下一步继续结合工作

实际，创新机制、创新措施、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在表达
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后，郑州市检察
院检察长刘海奎就加强政法工作信
息化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建
议，在今后的工作中要逐步实现我
省政法工作信息化建设的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和统一推进，不但可以
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而且
可以保障信息化工作互联互通，为
司法办案提供服务。同时，他还提
出，法院和检察院要在司法改革的
过程中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解
决“放权”与“放心”的问题，努力完
成“放权不放任，用权不任性”的改

革目标。
开封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刘建宏表示，许书记的报告符合
党的十九大精神，符合我省政法
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报告通篇体现了创新精神，对今
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
一步，开封市委政法委将进一步
学习、研究会议精神，把政法工作
的各项具体措施细化到具体单
位，以项目化管理方式把政法工
作量化到人、量化到单位、量化到
时间节点，推进开封市政法工作
质量的提升，为平安河南、法治河
南建设贡献力量。

创新机制举措
推进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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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井春冉）昨日，
在第七小组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
为，许甘露书记的报告站位高、接
地气，既提出了目标要求，也提供
了方法路径，给人启发和教育，回
去后一定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全
力做好 2018年重点工作，谱写政法
工作新篇章。

洛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李保兴在发言中表示：“许书记在
报告里提到新时代政法工作的工
作立场，对于公安系统来说，公安
工作改革就是要体现党的要求和
以人民为中心相结合，提高打击
违法犯罪能力，加强执法规范化

正规化建设，实现公安打防能力
与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执法满意
度的双提升。”李保兴还结合报告
对当前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打击新型犯罪等工作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许昌市中级法院院长韩玉芬
说：“许甘露书记的报告在总结成
绩的基础上，也分析了当前我省
政法工作面临的形势，让我们非
常有紧迫感。报告在安排当前政
法工作时，突出新形势新任务，格
局大，站位高，部署安排政法工作
时提出的要求既有高标准又符合
政法工作的规律，特别是提出‘两

突破’‘两下降’‘两提升’的要求，
非常务实。回去以后，我们要认
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好贯彻
落实，把当前开展的司法改革推
向深入，做好法院工作。”

南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
说：“许书记的报告内容丰富，言
简意赅，提振精神，催人奋进。报
告思想性强，方向性强，使命担当
意识强，通篇都贯穿着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
是 习 近 平 对 政 法 工 作 的 指 导 思
想，对 2018 年政法工作的安排有
重点有难点，听完报告让人意犹
未尽，回去后一定抓好落实。”

本报讯（记者 孙梦飞）“听了
许甘露书记的报告，既有工作压力
又有工作动力。”2 月 6 日下午，在
第八小组讨论会上，安阳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戚绍斌说：“回去
后要将报告精神贯彻本地政法工
作始终，抓好贯彻落实。”

该小组经讨论一致认为，许甘
露书记的报告站位高、谋划深。报
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与我省政法工作有机结
合，为做好政法工作打下牢固的思
想基础；剖析问题十分精准，原因
分析全面客观，任务部署非常具

体，工作落实指引明确。
“许甘露书记的报告非常专业，

创新特点非常明显。”漯河市检察院
检察长陈连东说，“报告中指出：要
毫不动摇把改革创新作为新时代政
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要大力推进政
法工作智能化建设的领导和统筹规
划，加快构建政法系统跨部门大数
据共享平台。”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
代，实现政法工作现代化，对全省各
政法单位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将会有
巨大的提升。他说，由于平台涉及
单位多，建议由政法委统筹。

安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常凤琳也

认为，报告把今年作为现代科技的
突击年和建设年是一大亮点。他表
示对大数据平台将发挥出的效果充
满期待，希望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省通信管理局巡视员赵会群
接着发言。他说：“我们在为政法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时发现，当前不
少单位都建设了本单位的信息平
台，但都是各自为战，融合较少。”
赵会群表示，许甘露书记在报告中
提到，要树立科技支撑和联动融合
的思维，加快构建政法系统跨部门
大数据共享平台，为这一问题提出
了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 刘俊锋）“毫不
动摇地把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重要职
责。”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许甘
露在省委政法工作会议上所作的
报告内容引起了第九小组成员的
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全
面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完全符合我省
政法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指导性。

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黄庚倜说，许甘露书记的报告透彻
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给
全省政法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深刻阐释了政法机关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实践要求，对全省政法工作提出了
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中心、服务人
民的要求。

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杜新军说，报告让他们深刻认识、
准确把握面临的形势任务，切实
增强了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住了发
展这个第一要务。他们将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法治保障。

驻马店市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郭渊说，许甘露书记的报告
对工作作出的部署很实在、接地
气，措施要求很明确、操作性很
强。具体到驻马店市的公安工

作，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
面矛盾，积极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为满足广大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安全的政治
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
治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环境。

新乡市检察院检察长许晓伟
说，许甘露书记的报告提出法理情
相统一，实现有力度、有温度的公平
正义，对政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今后在司法工作中，要瞄
准更高目标，进一步严格司法程序，
提高执法水平，确保“三个效果”统
一。

大家表示，回去后将紧密结
合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具体化
会议部署，确保把会议精神落到
实处。

本报讯（记者 董景娅 李慧）
“要毫不动摇地把党的建设作为新
时代政法工作的重要保障，坚持政
治建警、从严治警、素质强警、从优
待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
努力打造更加过硬的政法队伍。”
在第十小组讨论会上，与会人员一
致认为，许甘露书记的报告认真贯
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要求，
为加强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指明
了方向。

“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
劲、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落实
职业保障，大力保护干警执法权
益，切实维护执法权威，增强队伍
向心力、凝聚力。”鹤壁市中级法院

院长刘明说，要在从严治警的同
时，把从优待警具体化，会同有关
部门出台具体政策性文件，确保各
项从优待警措施落到实处。

濮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志强
表示，一支高素质的新时代政法
队伍是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的保
障。“下一步，要按照会议精神，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努力建设一
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他说，
濮阳市检察院将积极选树一批岗
位能手、业务尖兵等先进典型，完
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营造育才、
引才、用才、留才的良好环境。

“要从组织层面体现对政法干
警的厚爱，主动加强人文关怀，增
强干警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三门
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
任苗万青表示，许甘露书记的报
告，对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有很强的
指导性。在今后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过程中，三门峡市将进一步大力
提升基层政法综治维稳干部的专
业素养，加强精准化培训，全面提
升岗位素质和专业能力。“在具体
工作中，我们将努力发挥统筹协调
优势，充分运用资源力量，提升工
作的法治化水平，形成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强大合力，努力打造更高
水平的平安河南。”苗万青说。

结合工作实际
推进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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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科技力量
构建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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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发展理念
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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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从优待警
打造过硬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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