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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压态势 铁腕扫黑除恶
濮阳 “深挖根治”实现突破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郭栋 郭青海）
3 月 13 日，濮阳市召开全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天阳要求，紧
紧围绕“深挖根治”目标要求，不
断实现新突破，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全面纵深开展。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郭智深，市检察院
检察长张志强出席会议。
王天阳说，要有正确的指导
思 想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把 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来抓。要有清晰的工作思
路，坚持以打开路、以打牵引，带
动扩大专项斗争实效。要有坚

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各级各部门
要统筹决策部署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要有一套成熟的工作机
制，提升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
专业化水平。要有一支高质量
的办案队伍，保障案件办理的高
质量，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
面纵深发展。

焦作 “防早防小”“治早治小”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3 月 13 日上午，
焦作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召开。会议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政法工作会
议和全国、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
频会议精神，
总结工作，
分析形势，
研
究部署2019年工作，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胡小平，副市长王付
举，市中级法院院长李玉杰，市检

察院检察长孟国祥等出席会议。
胡小平安排部署了七个方面
的工作：
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进一
步加大深挖彻查力度，
进一步加大综
合整治力度，
进一步加大固本强基力
度，
进一步加大宣传发动力度，
进一步
强化整改落实，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会议指出，全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下一步的主攻方向要向深挖
隐藏更深的黑恶势力、黑恶活动延

伸，穷追猛打，变“打早打小”为“防
早防小”
“治早治小”
。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
将专项斗争摆到更加突出的重要
位置，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专群结
合、依靠群众的新途径、新办法，
最大限度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好
扫黑除恶人民战争。要坚持把督
导作为推进专项斗争的重要法
宝，以督导破解难题、提升实效。

安阳 持续发力 强化责任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边天亮 冯
云）3 月 8 日下午，安阳市召开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副
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欧阳报军，
市检
察院检察长常凤琳，市委政法委常
务副书记段国兴，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冀晓东，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胡
文立等出席会议。

欧阳报军说，要认真总结经
验，以决战决胜的意志推动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要精准研判形势，
以除恶务尽的责任担当确保实现
“深挖根治”的目标任务；要突出工
作重点，以攻坚克难的决心推进专
项斗争实现新突破，为实现“一个
重返、六个重大”目标任务，建设新
时代区域性中心强市提供坚强保

障；要强化党的领导，不断推进专
项斗争全面发展、纵深发展。
常凤琳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履职尽
责上担当有为；要坚持目标导向，
在狠抓落实上持续发力；要强化
责任落实，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见
成效。

3 月 12 日上午，为进一步
增强检察职业荣誉感，郑州
市检察机关对从事检察工作
累计满 30 年、为人民检察事
业作出贡献的检察人员，颁
发“检察荣誉章”及检察荣誉
证书。据悉，郑州市两级检
察院从事检察工作满 30 年、
符合荣获“检察荣誉章”条件
的人员共有 291 名。
河南法制报记者 孙梦飞
王富晓 通讯员 周庆华 摄影
报道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
东 特约记者 李梦华 通讯员 温丽虹）3
月 13 日上午，开封市中级法院召开全市
法院工作会议。会议总结 2018 年度工
作，
部署2019年工作。市中级法院党组书
记、
院长谷昌豪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2018 年，
全市法院系统坚
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狠抓司法
办案第一要务，全力提升法院审判质效，
认真做好立案信访和诉讼服务工作，稳
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工
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19
年全市法院系统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不断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效
果，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强力推
进人民法庭立审执一体化改革，加快智
慧法院建设应用，推动全市法院工作再
上新台阶。

狠抓
“十加十提升”
深化司法改革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
斌 通讯员 陈磊 杨亚菲）3 月 11 日下午，
许昌市中级法院召开 2019 年全市法院
工作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议
总结 2018 年度工作，安排部署 2019 年
各项工作。该院党组书记、院长韩玉芬
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玉芬提出，2019 年要更加突出队
伍建设革命化，
提升法院政治站位；
更加
重视发挥职能作用，
提升服务大局实效；
更加树牢公正司法理念，
提升审判执行质
效；
更加深化司法改革，
提升工作效能；
更
加强化司法为民意识，提升诉讼服务质
量；
更加重视智慧法院建设，
提升审判执
行工作现代化水平；
更加夯实基层基础，
提升队伍履职能力；
更加严实结合，
提升
司法政务水平；
更加扎实从严治院，
提升
队伍管理水平；
更加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法院文明司法水平。

拉高标杆
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

信阳检察：奋力实现
“四个一批”目标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胡传仁）3月13日下午，
信阳市召开全市检察长会议。会议
总结回顾 2018 年全市检察工作，市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郭国谦对
2019 年全市检察工作进行部署。
郭国谦指出，
2018 年，
全市检察
机关在坚持既定思路体系的基础
上，与时俱进，守正创新，适时提出

发挥职能
提升审判质效

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总体要求；在困
难和考验面前，稳住了阵脚，统一
了思想，找到了出路；在全体检察
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掌声、
赢得了支持、取得了可喜的业绩；
在改革大潮面前，积极探索，奋力
拼搏，出现亮点纷呈的好局面。
就做好 2019 年工作，郭国谦要
求 全 市 检 察 机 关 紧 紧 围 绕“ 重 质

效、育典型、出特色、立公信”检察
工作基本取向，奋力实现“四个一
批”目标，即：办成一批精品案件、
推出一批先进典型、形成一批创新
机 制 、打 造 一 批 特 色 工 作 。 通 过
“四个一批”的示范引导，推动全市
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对 2018 年度全市检察机
关先进基层检察院进行了表彰。

本报三门峡讯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军时）3 月 13 日，三门
峡市召开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
司法厅（局）长会议、省委政法工作会
议、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和全省司法行政
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8 年工作，部署
2019 年重点工作。副市长李杰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龙治作工作报告。
会议明确，2019 年，全市司法行政
机关全面推进“一个统筹、四大职能”工
作布局，进一步解放思想、
拉高标杆，
真抓
实干、持续奋进，推动新时代司法行政事
业高质量发展。为三门峡市发力三次创
业、加快转型创新发展、奋力开创高质量
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