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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和胡锦涛总书记" 周永康书记重要讲

话专题培训班举办涉法涉诉上访案件

现身说法报告会#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新

民!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出席报告会$

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承先主持报

告会并对四起涉法涉诉案件进行了点

评$ 省委政法委%省直政法部门的有关

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党委政法委"市直

政法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聆听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三名当事人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讲述了上访的辛酸历程!郏县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郭国顺讲述

了一起涉法涉诉案件当事人的上访过

程"案件处理情况和责任追究情况$

学员们在聆听报告会后一致认为!

这场报告会催人泪下!振聋发聩!令人

警醒!深受教育!这四起现身说法的案

件!说明个别政法干警的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树得不牢!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的

意识不强! 执法作风还存在一些问题!

执法质量还不够高等等!政法工作离人

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

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这次专题培

训班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

省委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

强政治意识" 群众意识和公平正义意

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建设高素质的政法队伍! 确保公正执

法"一心为民$ 在&大学习%大讨论'活

动中!将认真查摆%整改存在的问题!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做到严格公正文

明执法!维护社会公正正义!把执法为

民的思想真正落到实处! 坚定不移地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捍卫者$ !下转
#!

版"

与会代表认真学习!热烈讨论

全省政法系统专题培训班举办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现身说法报告会#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承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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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多云间阴天! 大部分

地区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其中

驻马店"周口"漯河"许昌"商丘

局部有大雨#全省偏东风
#

到
$

级$ 郑州市阴天间多云!有短时

阵雨%雷阵雨!

%&

到
$'

摄氏度&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要按照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全面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政

法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

力! 强化政法干警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意识!严格规范执法行为!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干

部队伍&周永康书记也指出'(在全

部政法工作中! 政法队伍建设是

根本!领导班子建设是关键$ )

徐光春书记在省委八届八次

全会上也要求全省各级干部要继

续解放思想! 在提高干部素质上

下工夫$ 他要求各级干部要做学

习型%务实型%开拓型干部$ 这些

要求对政法队伍建设来说! 都具

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李新民书记指出'(政法队伍

是一支承担特殊工作% 履行特殊

职责%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 对加

强政法队伍建设! 各级党委政府

始终高度重视! 党中央和省委寄

予厚望!人民群众始终高度关注$)

当前! 政法系统肩负的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与实现公平正义的

任务仍然艰巨与繁重!对政法队伍

整体素质的要求比以往更加严格$

我们要紧紧抓住此次政法系统(大

学习%大讨论)的契机!继续大力强

化政法队伍建设!下定决心!持之

以恒!常抓不懈!尽快抓出成效来$

要加强学习!做学习型干部$

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

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任务坚持

抓下去!并把学习教育同实际工

作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工作部署

和具体要求!又有较强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并注重实际成果$ 广

大政法干警要在执法活动中自

觉服从工作大局! 讲求社会效

果!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执法为民观念$

要积极实践!做务实型干部$

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

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关系全局的

突出问题! 了解本地区本部门工

作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了解

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

题!体察民生民愿#做到抓落实不

留余地%抓监督不留空白%抓整改

不留死角# 要多做少说% 乐于奉

献!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

多做破难题%解民忧的事情!多创

造经得起历史% 实践和群众检验

的政绩$ 在处理政法工作的每一

个环节上! 都要设定相关的严格

标准! 特别是要抓住执法活动中

的薄弱环节! 及时有效地采取针

对性措施!增强政法干警严格%公

正%文明执法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要勇于创新!做开拓型干部$

要始终保持迎难而上的勇气%克

难攻坚的志气%开拓进取的锐气!

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不畏首

畏尾!敢于正视矛盾%触及矛盾!

善于解决矛盾! 在大胆探索中实

现突破!在拓宽思路中创新举措!

在把握规律中增强预见! 不断提

高开拓创新能力! 进一步加强政

法干警执法能力建设$ 为此!我们

一方面要建立经常性的教育培训

机制! 另一方面要把提高执法水

平的着力点放在向群众学习%向

社会学习上! 努力打造出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政法队伍$

!!! 三论政法系统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 #$努力推进

我省实现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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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平萍 熊

飞"

!

月
"

日上午 ! 省委中心组就

&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

动举行第一次学习报告会! 省委常

委紧密结合河南实际!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对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在

哪些方面解放思想% 怎样解放思想

畅谈了学习体会$ 省委书记徐光春

主持会议并作学习体会报告! 郭庚

茂%陈全国%李克%孔玉芳%叶冬松%

叶青纯也分别作了报告$

王全书 %李新民 %曹维新 %王文

超%刘怀廉%连维良%颜纪雄出席会

议$

徐光春在题为 (谈谈对解放思

想是&一大法宝'的认识 )的报告中

指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提出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法宝'这一重

要论断!是继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

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夺取革

命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 的论断之

后!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法宝'

意义的事物作出的最新论断#

徐光春指出!当前!运用解放思

想这&一大法宝'!一要解决深化改革

开放存在的问题#我省生产力发展水

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滞

后# 当前!我省改革开放方面存在的

问题!主要是改革力度不大%开放程

度不够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地拿起

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发挥其&舒筋

活血'的作用!着力破解深化改革开

放方面存在的难题#二要解决实现科

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存在的大量不符合科学发

展观要求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十重

十轻'# 克服这些问题% 实现科学发

展!需要认真地拿起解放思想这一大

法宝!发挥其&消炎清腐'的作用!着

力更新发展观念! 创新发展思路!转

变发展方式! 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三要解决维护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

当前不稳定的因素很多!而且这些不

稳定因素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明

显的地域标记!必须创新思路!创新

办法!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

来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就需

要我们认真地拿起解放思想这一大

法宝!发挥&健脑增智'的作用!开动

思想机器!走出一条有效维护社会稳

定的新路来#四要解决加强党的建设

存在的问题# 当前!党的建设存在不

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削弱了党组

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而且会

严重地制约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要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我

们认真地拿起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

发挥其&活血化瘀%强身健体 '的作

用!创造新思路%新制度%新方法!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徐光春强调!解放思想工作做得

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行为#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在继

续解放思想中应该树立以下形象*一

是要树立认真学习的形象$要认真学

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

十七大精神" 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让

自己的头脑丰满起来$ 通过认真学

习!交一份提高理论修养"丰富科学

知识的优秀答卷$二是要树立勇于创

新的形象$领导干部要带领干部群众

去更新观念"创新思路"破解难题!要

有敢于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的勇

气和激情$ 通过勇于创新!交一份继

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的优秀答

卷$三是要树立扎实工作的形象$解

放思想要在建设和发展实践中见

成效!要务求实用 !务求实干 !务求

实效 !不能玩花拳绣腿 !搞形式主

义 $ 通过扎实工作 !交一份加快跨

越 "推进崛起的优秀答卷 $ 四是要

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 领导干部保

持为政清廉十分重要 !不仅可以保

障自己身正影不斜 !而且也有利于

解放思想 " 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

通过反腐倡廉 ! 交一份无私奉献 "

清正廉洁的优秀答卷$

省委书记徐光春在省委中心组举行的$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学习报告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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