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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常
向阳 陈卫军 郎松涛 通讯员 王伏
牛 李晓旋）10 月 8 日，洛阳市委政法
委举行专题讲座，组织全市政法系
统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洛阳市
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马保政参加会
议，会议由政治部主任刘军民主持，
市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直政
法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
党委政法委书记、法院、检察院、公
安局、司法局一把手，以及市委政法
委机关全体人员共计 200 余人参加。

为进一步加深政法系统领导干
部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条例》的
理解和认识，洛阳市委政法委专门
邀请洛阳市委党校讲师王蕾进行专
题辅导。王蕾从《条例》出台的背
景、重大意义和《条例》制定工作遵
循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重点
对《条例》的全文进行了详细解读，
为全市政法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好

《条例》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讲座结束后，刘军民要求，一要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再次掀起学习
热潮。全市政法机关要结合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条例》列为重要
学习内容，利用党委（党组）中心组
理论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形式持续深入开展学习，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再掀学习热潮。

二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做
到绝对忠诚。要以学习贯彻《条例》
为契机，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
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做到绝对忠诚。
要把牢政治方向，把党对政法工作
的领导权牢牢抓在手上，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政法工作实践。

三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不断锤
炼过硬本领。党委政法委要支持政
法各单位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
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做到总揽
不包揽、协调不替代。要着力锤炼
一流的政法工作能力，不断提升复
杂斗争能力、法律政策运用能力、改
革创新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
导能力，为新时代政法事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四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推动政
法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准确把握新
时代政法工作的规律特点，运用法
治思维、法治方式防范风险、化解矛
盾，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化、法治
化、现代化水平；要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依法履行服务职能，努力创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为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奋力谱写浓墨
重彩的洛阳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刘刚刚）10月8日，
汝阳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德成
就到县综治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刘德成实地察看了县综治中
心建设情况，听取了县综治中心建
设的基本情况介绍，并对下一步提
升县综治中心建设及完成时限作
了统筹部署和具体安排。刘德成
要求，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
综治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高点规

划、迅速落实，努力加快推进和抓
好综治中心的提升建设，确保其正
常高效有序运转；要不断增强综治
中心实战应用功能，协调整合各方
资源，以解决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
题为抓手，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在信
息收集研判、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进综治中
心提升建设。进一步规范完善综
治中心工作制度，运转模式、实现

综治中心的实体化运作，推动综治
信息化建设，实现综治工作的有序
衔接、高效运转。

随后，刘德成一行又来到县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汝阳县法院
院长郭燕燕汇报了执行相关工
作。刘德成对执行指挥中心建
设、使用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执行指挥中心的便民功能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对执行指挥中心建
设的标准参数等进行了指导。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马歌 宋鹏飞）为
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近日，洛阳市西工
区委政法委党支部全体党员到主
题教育基层联系点红山办事处张
岭和下沟社区，与社区全体党员
共 同 开 展“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基层党建宣讲活动。

区委政法委班子成员孙国

宏、董群伟带领全体党员在党旗
下郑重宣誓，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工作
热情，并分别以《苦难辉煌——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守初
心、担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
执法满意度》为主题讲党课。

课后党员纷纷表示，这是一次
有意义的党日活动，使自己进一步

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政治站
位、找到了工作抓手、掌握了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的方法，今后，在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持续开展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夯实社区党总支战斗堡垒，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实干抓发
展，积极有为惠民生，勠力同心保
稳定，努力实现发展高质量，再造
活力新西工，开创西工美好未来。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陈卫军 通讯员 郭抗抗 侯胜凯 /文
图）10 月 6 日，洛阳市宜阳县消防
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宜阳县快速
通道（洛阳往宜阳方向）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驾驶室两人被困，情况
十分紧急，该大队锦屏大道中队立
即赶往现场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
初步勘查，现场为一辆小货车撞上
绿化带内路灯杆，驾驶室内严重变
形，驾驶室内一名老年人和一名中
年人被困。根据现场进一步勘查
情况，指挥员决定利用液压破拆工
具对小货车驾驶室的车头变形位
置进行扩张，为救援营造足够空
间。随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被
困人员实施营救。经过约 10分钟
的努力，两名被困人员被先后救
出。现场医护人员经确认，小货车
驾驶员并未有明显伤痕，副驾驶老
年人腿部和头部受伤并无生命危
险。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之中。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
阳记者 郎松涛 通讯员 王
雨潇）国庆假期，为了维护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为了生效判决得以
实现，洛阳法院的执行干
警放弃了节假日，奔波在
执行路上。

10 月 1 日，孟津县法
院执行局局长王武伟带领
干警前往某公司，经反复
做工作，涉及该公司的执
行案件有望在 10月底前全
部办结。当日中午，执行
干警又接到群众报警，称
被执行人卢某去其母亲家
探望老人，执行干警当即
出发在其母亲小区守候，
于 16时将准备离开的卢某
带回执行局，经协商，双方
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

10 月 3 日 9 时，洛阳市
老城区法院执行干警刘晓
刚接到举报，被执行人在
万达广场出现。刘晓刚放
弃节日休息时间，与执行

干警张展、史营兵一起成
功将被执行人拘传。被执
行人当即兑现了 30万元的
执行款，并与申请人达成
和解协议。

10 月 4 日 22 时许，新
安县法院执行干警邓志
阁、吕小军接到三门峡市
公安局陕州区分局电话，
称被执行人马某在当地一
家酒店住宿。执行干警立
即向院领导汇报，出动执
行人员 4人赶赴三门峡，在
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于当
日 23 时 30 分成功控制被
执行人马某，连夜将其带
回新安县法院开展执行工
作。被执行人马某当即履
行了还款义务。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汝阳县法院执行局共出动
执行干警 13 人、车辆 4 辆，
拘传 4人，张贴失信被执行
人大头贴 30 余份，达成和
解 3 案，和解履行金额 6.62
万元，拘留1人，执行结案1
案，执行到位标的3.5万元。

国庆假期，洛阳市瀍
河区法院共执结案件 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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