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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慰问送温暖
真情祝福迎新春

乌海讯 春节来临之际袁 乌海市委政法委
通过线上尧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袁由各副书记分
别对机关退休老领导尧 老同志进行了慰问袁向
他们致以新春问候和美好祝愿遥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袁各副书记与退休老
领导尧老同志手把手拉家常尧问冷暖袁仔细了
解他们的家庭尧生活情况和健康状况袁详细
介绍了 2022 年委机关的发展变化尧 取得的
成绩袁回答了老领导尧老同志们关心的热点
问题袁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建议袁并向他
们长期以来为政法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遥

老领导尧老同志们真诚地感谢委机关领导
班子一直以来的关心袁为委机关取得的成绩感
到由衷的高兴袁表示将继续为政法工作发展献
策献力尧发挥余热遥

渊乌海市委政法委供稿冤

开展集体谈话
守住廉政底线

乌海讯 近日袁乌海市海南区委副书记尧政
法委书记李小庆主持召开海南区委政法委

2023年第 1次委务会渊扩大冤会议袁会上进行
春节前廉政集体谈话袁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
加遥

会上传达学习了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精神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十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袁叶乌海市委办公室尧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年元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的通知曳叶海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严明 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过节有关
纪律要求的通知曳叶海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
于做好 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纠治野四风冶的提
示函曳遥

会议强调袁要从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严肃查处违纪行
为曰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驰而不息纠正
野四风冶曰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牢牢守
住廉洁自律政治底线曰强化责任意识和安全意
识袁扎实做好春节期间政法各项工作袁把严的
基调尧严的措施尧严的氛围学习好尧坚持好尧落
实好遥 渊王赟冤

春节慰问寄深情
浓浓关怀暖警心

乌海讯 近日袁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尧派
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马艺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训
练处处长闫志忠袁 公安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尧机
关纪委书记赵国春一行三人袁 带着公安部尧公
安厅党委的亲切关怀袁深入乌海市公安局基层
所队袁 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警辅警袁向
他们送上公安部尧 公安厅党委的暖心慰问袁并
向乌海市公安局全体民辅警及警属们致以新
春的美好祝福遥

在海勃湾区公安分局海达派出所袁马艺组
长一行听取了海达派出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
报袁 详细了解了海达派出所各功能区建设情
况袁向奋战在基层一线尧坚守岗位的全体民辅
警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袁并向他们送
上了慰问金袁传递了公安部尧公安厅党委对基
层民辅警的关心和关爱遥

慰问中袁马艺组长一行先后来到火车站执
勤点尧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海勃湾区
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辅警李海刚和
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尧全国二级公安英模蔺
雨虹遥 马艺组长与他们亲切交谈袁对他们的辛
勤工作表示肯定与感谢袁并向他们送上了慰问
金和新春祝福袁 鼓励他们继续发扬连续奋战尧
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袁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
态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到野两节冶野两会冶
安保工作中遥

最后袁在市公安局情指中心袁马艺组长认
真听取了乌海市公安局 2022年度工作亮点与
成效的汇报袁详细了解了该市公安机关野两节冶
野两会冶安保维稳工作开展情况袁对乌海市公安
部门一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袁并转
达了公安部尧公安厅党委的深情问候袁勉励他
们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忠诚担当尧拼搏奉献袁
为全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尧再立新
功遥 渊王蓉冤

聚焦“四个一流”标准 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鄂尔多斯讯 近日袁自治区高院党组副

书记尧副院长王旭军袁自治区高院党组成
员尧副院长那澜一行到鄂尔多斯市中级人
民法院调研指导文化建设和后勤保障工
作袁鄂尔多斯市中院党组书记尧院长苏利
军袁自治区高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陪同
调研遥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鄂尔多斯市中
院党建廉政展厅尧 审务服务保障中心尧诉
源治理展区尧图书馆尧心理关爱中心尧融合

法庭尧融媒体中心等场所袁通过听取讲解尧
详细询问等方式袁认真了解了鄂尔多斯市
中院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遥

调研组一行对鄂尔多斯市中院各项工
作表示肯定袁对市中院在诉源治理尧队伍
建设尧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深度融合方面
的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评价遥

今后工作中袁 鄂尔多斯市中院将以此
次调研指导为契机袁在自治区高院的有力
指导下袁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袁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作用袁聚焦一流
案件质效尧一流司法服务尧一流干警队伍尧
一流司法形象野四个一流冶标准袁加强诉源
治理尧营商环境尧法治信访尧规范执行野四
个品牌冶建设袁全面实施野司法品质提升
年冶活动袁同时袁挖掘创作更多优秀法院文
化作品袁讲好鄂尔多斯法院故事袁奋力为
鄂尔多斯市走好新路子尧 建设先行区袁开
创现代化鄂尔多斯市建设美好未来提供
有力司法服务和坚实法治保障遥 渊李娇冤

狠抓新闻宣传工作
成绩突出喜获殊荣

阿勒腾席热讯 近日袁 最高人民检察
院尧检察日报社对 2022 年度全国检察宣
传先进单位与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袁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荣获

野2022 年度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冶袁越
祖琨检察长被评为 野2022年度全国检察
宣传先进个人冶遥

近年来袁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高度
重视新闻宣传工作袁积极探索检察宣传新
渠道袁拓展检察宣传新思路袁讲好新时代
检察故事袁传递法治正能量遥 2022年以来袁
该院结合检察工作重点和人民群众关注
焦点袁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尧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尧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尧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尧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工作袁依托
野两微一端冶 等新媒体阵地平台袁 统筹图
文尧视频尧海报等新媒体宣传方式袁多渠
道尧多角度尧全方位展现检察产品和检察
工作袁 常态化开展各类普法宣讲宣传活
动袁收到良好宣传效果遥 渊高飞冤

开展专题宣讲
掀起学习热潮

察素齐讯 近日袁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人民法院举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会袁该院党组书记尧院长贾
喜忠作宣讲报告袁党组成员尧政治部主任
孙淑红主持会议袁全体干警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贾喜忠从野充分认识党的二十
大的重要意义冶和野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冶两大方面袁对党的二十大
主题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起草过程尧过去
5年工作和新时代 10年伟大变革以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遥

孙淑红宣读旗委宣传部印发的 叶关
于全旗各级党委 (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
认真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的通知曳袁并结合该院实际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遥

与会干警认真聆听尧记录袁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袁 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和
更充足的干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袁 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司法为民
的生动实践袁 以优异的业绩为新时代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遥 渊靳一帆冤

岁寒情暖送祝福
浓浓关怀在身边

锡尼讯 连日来袁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尧 检察长淡鹏飞带队
走访慰问退休老干部尧 急难险重工作一线
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尧群众袁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新春祝福遥

在退休老干部家中袁 淡鹏飞听取了老
同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袁 对他们长期
以来对检察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遥 在生活困难党员尧群众家中袁淡鹏飞
送上检察机关的关怀与新春祝福袁 询问他
们的身体状况尧家庭生活情况尧子女学习就
业情况等袁详细了解了困难群众尧党员的急
难愁盼问题袁 并向他们宣传党的惠民利民
方针政策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袁积极面对生
活中暂时的难题袁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帮助下袁日子会越来越好遥

渊苏玉芬冤

城关讯 近日袁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
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开展了矢志不渝 110
新征程上保安宁尧重温入警誓词尧研讨学习
会等一系列庆祝活动遥

1月 10日上午袁 在兴和县新时代广场
上袁该大队开展了野矢志不渝 110新征程上
保安宁冶活动袁全体司法警察向群众发放法
治宣传手册遥
当日下午袁全体司法警察面对中国人民

警察警旗重温入警誓词遥 随后袁该大队召开

了庆祝野中国人民警察节冶学习研讨会袁该院
分管副检察长丁慧迪代表院党组参加了会
议遥 会上袁丁慧迪带领全体司法警察深入学
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袁并提
出具体学习要求遥

全体司法警察纷纷表示院将提高法律素
养袁提高业务能力袁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
予的职责使命袁 为兴和县检察事业保驾护
航遥 渊郭成 宁丹娜冤

忠诚担当守初心 矢志不渝保安宁

通辽讯 近日袁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
院召开学习传达科尔沁区野两会冶精神会议袁
该院党组书记尧 院长巴图出席会议并讲话袁
会议由党组成员尧副院长王爱林主持遥

会上传达学习了科尔沁区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区政协第十五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遥会议要求要认真学
习贯彻科尔沁区野两会冶精神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科尔沁区野两会冶精神上来遥要将
当前法院工作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结合起来袁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把
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遥要聚焦主责主业袁依法惩治刑事犯罪袁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袁 妥善审理各类民生案件袁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遥

渊杨波冤

学习传达会议精神 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阿木古郎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和准确领
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袁近日袁呼伦贝尔市新巴
尔虎左旗人民法院执行局全体干警通过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野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冶活动袁传达了二十大精神袁凝
聚了执行人的奋进力量遥

此次集体交流活动分别由法官代表尧法
官助理代表尧书记员代表尧党小组组长尧团支
部书记进行领学交流遥 其余干警通过钉钉

APP进行线上自主学习遥
交流会上干警们纷纷表示袁在新征程上

作为一名法院人袁更要以昂扬的斗志尧奋进
的姿态袁踔厉奋发尧勇毅前行袁奋力推进法院
各项工作野走在前尧新开局冶袁将会时刻牢记
野国之大者冶袁认真履职尽责袁积极主动贡献袁
在工作中做有担当敢作为的执行人袁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遥 渊赉梅兰冤

深学细悟凝共识 踔厉奋发担使命

根河讯 近日袁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尧院长吴志强上门走访慰问退
休老干部袁向他们送上新春祝福和节日慰问
礼品遥 该院副院长闫克军尧办公室主任任善
宝陪同走访遥
走访慰问中袁吴志强与退休老干部进行

了亲切的交流袁了解他们的退休生活和身体

状况袁向他们介绍了该院今年取得的成绩和
亮点工作袁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
法院的工作遥 新的一年袁根河市人民法院将
继续发扬清正廉洁尧 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袁
将艰苦奋斗尧 锐意进取的精神薪火相传袁努
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渊矫国龙冤

走访慰问老干部 新春祝福暖人心

活动现场遥 矫国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