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

（上接01版）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
壮大声势，营造氛围，充分调动广大
人民群众参与专项斗争的积极性、
主动性，加大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和
典型案例宣传力度，切实发挥以案
明法的警示作用，鼓舞士气、凝聚社
会正能量。进一步深挖摸排线索，
强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监管，最大
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拓宽
线索收集渠道，深挖细查线索，善于
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举报线索核查
效率，建立健全网上举报平台，加大
对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整治力度，创
新线索核查机制，消除行业监管盲
区，堵塞部门管理漏洞，消除黑恶势
力滋生土壤。

《通知》强调，各部门、各行业
主要负责同志是平安建设第一责
任人，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
责任人，要加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组织领导。下一步，省扫黑办
将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职责，对问题
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由纪检监
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依法依纪对
其第一责任人及其他相关责任人
严肃追责，绝不姑息。

（上接01版）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
会稳定，有利于人民团结社会和
谐，有利于公安队伍和公安事业为
出发点和立足点，发好公安声音、
讲好警察故事、树好公安形象；要
不断探索新时期公安宣传的方式
方法，提升公安宣传的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用强有力的
正面宣传占领舆论阵地；要研究新
时期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持续开展
主题宣传教育、加大典型宣传力
度，选好载体，丰富内涵，充分发挥
好宣传思想凝聚警心、鼓舞士气的
作用；要着力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从人才选拔、培养、培训、任用等各
个环节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有
利条件。全省公安机关要通过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宣传思
想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公安
宣传思想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为“1+3+5”战略布局，为出彩河南
公安提供强有力的舆论组织保障。

把公安宣传思想
工作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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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星期日多云 河南法制报河南法制报记者记者马国福 扶贫路上
天高云淡，山道弯弯。
上午 9 时，我随济源市检察院工作人

员驱车30 多公里来到大山深处的济源市
检察院帮扶责任村坡头镇校庄村。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
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
会。”一进村，我就被巨型宣传栏上习近平
总书记振奋人心的话语吸引。

来到校庄村，小院不大，却很整洁，院
内“玉川先锋课堂”“农家书屋”“第一书记
室”等分散排开。村监委主任王太生说，这
一切都是驻村第一书记王国平来了之后建
起来的。

这时，一个身穿灰色T恤的男子向我
走来，他就是王国平，2015年8月31日来这
里当第一书记的。

离村委不远，机器轰鸣，路上堆着一排
排大粗管子，打井机正在往地下深处钻，许
多村民围在那里观看。

据介绍，这个村人老几辈子吃地表水，

检察院扶贫工作队进村后，对水质进行化
验，结果发现细菌超标，各类指标不达标，
这才多方联系，准备在村里打两眼深水井，
每眼投资80万多元。

采访中我了解到，王国平走马上任时，
从市直机关一名普通的干部转变为基层农
村第一书记，工作环境和对象的不同，他倍
感压力和责任的重大。

驻村后，他通过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
进行了村情调研，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实行
动态管理。

2016 年春天，为了美化村里环境，王
国平通过林业部门为村里解决了 3000 多
元的倒垂柳树苗种在村里；由于农村没有
设立垃圾中转站，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检
察院多次组织干警到村里打扫卫生，同时
拿出一万元钱，分别为几个自然村修建 9
个垃圾池……

为了解决水利设施，王国平积极与水利
局和扶贫办沟通协调，争取支持，解决资金
10万元，对校庄村4个提灌站进行维修。

要想富先修路。山村群众居住地较分

散，道路不好，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不
便。王国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和村两
委一起想办法，同时争取上级补贴资金30
万元，硬化村内道路2500多米。

2017年，为了加强村里党组织阵地建
设，王国平积极向检察院党组汇报，紧紧依
靠单位做后盾，投资7万多元，对村里党群
服务中心进行改造。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和帮扶，12户建档
立卡户中已有9户脱贫。

王国平告诉我：“3年来，虽然在基础设
施建设上干了一些实事，但是村里集体经济
没有显著改善，现在正在和村两委商量在山
坡上搞中药材种植，发展经济……”

通过一个上午的采访，我由衷地感
慨，“脱贫不忘共产党”这绝不是一句空
话，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王国平这样的党
员干部的辛勤付出，才换来了新农村的新
面貌。

消除行业监管盲区
堵塞部门管理漏洞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特
约记者 李梦华）8 月 30 日下午，开封市委召
开扫黑除恶案件汇报分析研判会，专题研究
扫黑除恶重点案件，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
题、聚焦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对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开展市级领导干部带
案督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推动全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开封市委书
记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侯红听取了全市涉黑涉恶案件办
理情况汇报、全市涉黑涉恶重大案件线索办
理情况汇报以及涉黑涉恶案件深挖“保护
伞”情况汇报。

侯红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
第 6督导组督导河南省工作动员会精神，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落实“两个维护”，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政治责
任，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让人民群

众带着满满的安全感奔小康。
就开展领导带案督办工作，侯红提出，市

级领导干部要带着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到各自
分包的县区进行督导指导，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过硬
的作风，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
仗，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取得新
进展，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领导干部带案督办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孙鹏飞）9 月 2 日下午，平顶山市
委书记周斌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案件办理情况汇报，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广大公安
民警表示诚挚慰问，并认真分析研究当前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对下一步继续深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周斌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
策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
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打好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扎
实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要进一
步扩大战果，政法机关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

指导、推动专项斗争工作，公安机关要切实把
专项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集中优势力
量，加强线索摸排和分析研判，改进案件办理
措施，坚持依法打击，切实把每一起案件都办
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确保打出声威、打
出声势。要深挖彻查“保护伞”，把党员干部
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要加大宣
传力度，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的信心，对黑恶势力形成强大震慑。

依法打击扩大战果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
讯员 郭栋）8月31日，濮阳市政府召开政府常
务工作会议，专题听取市扫黑办关于中央扫
黑除恶第6督导组督导河南省工作动员会精
神和濮阳市贯彻落实意见汇报。濮阳市委副
书记、市长宋殿宇对全力做好迎接中央督导
组的督导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宋殿宇说，要强化担当，各级各部门以及

市扫黑办都要对存在的问题再进行一次系统
梳理，各级领导都要进一步明确本部门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工作职责，进一步强化
责任担当，压实责任，落实措施，切实提升参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能力和法律业务
水平。要补齐短板，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自己
的工作职责，按照专项斗争各项要求，认真开
展好自查自纠，深挖本系统的黑恶线索。要

加强指导，全市各级扫黑办要加强协调指导，
尤其是黑恶势力容易集中和聚集的地方、行
业，更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要形成合力，扫
黑除恶不单是政法机关的业务，各级各部门
要齐抓共管，强化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特
别是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一把手”一定要
履职尽责，要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扎
实的工作，共同推动专项斗争再上新台阶。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9 月 2 日，三门峡市委副书记、市长安伟
带领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调研督导全市扫黑除
恶工作，强调要认真按照中央部署、省委和
市委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决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安伟先后到渑池县公安局、三门峡市公

安局东城分局等处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渑池县、湖滨区及全市扫黑除恶工作情况
汇报，就目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分析研
判、提出解决办法。

安伟说，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打击锋芒对
准问题矛盾最突出的地方，着力解决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力争通
过全市上下不懈努力，逐步实现三大目标：一

是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农村基层涉黑涉
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
恶治安乱点得到全面整治，人民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明显提升；二是有力铲除黑恶势力“保
护伞”和滋生土壤，基层组织建设的环境明
显优化；三是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的长效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工作法治
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逐步实现三大目标

平顶山

濮阳

三门峡

（上接01版）要坚持党对检察宣传
工作的绝对领导，以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提出的“九个坚持”为根
本遵循，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既要履行好检察职责，维护
意识形态安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卫士，又要结
合法律监督、司法办案，把检察工
作成果尤其是司法改革的成果传
播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检察机关
公正司法、为民司法的不懈追求和
努力。要紧紧围绕法律监督主责
主业开展检察宣传工作，大力宣传
检察机关的先进典型，弘扬主旋
律，壮大正能量，树立检察机关良
好形象。要善于宣传检察机关办
理的典型精品案件，利用案件的影
响性、故事性，更好地宣传工作、引
导群众、服务社会，起到上好法治
公开课的效果，为社会公众划出行
为底线，提供正向指引，甚至平息
社会认识纷争、引领价值导向，进
而推动形成遵循法治、崇尚法治的
良好社会氛围。

紧紧围绕法律监督
开展检察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