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职评议亮答卷
凝心聚力开新局

鄂尔多斯讯 近日袁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 2022年度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
述职述廉评议考核大会袁该院党组书记尧院长
苏利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会议采取野下评冶与野上述冶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袁 各党支部书记围绕抓党建工作主要成
效尧 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方面
进行了述职述廉袁 苏利军就抓基层党建工作
做了报告袁 并对各党支部书记的述职汇报进
行了点评遥随后袁与会人员对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了评议遥

会议要求袁要全面加强思想建设袁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党支部
学习野第一议题冶袁强化党性教育袁大力推进学
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机关建设曰 要不断加强
政治建设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袁推
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袁 切实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曰要持续加强组织建设袁深
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袁 进一步提
升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袁 全面强化党员
干部的教育管理袁 不断开创党组织建设新局
面遥 渊高婉璐冤

专题部署凝共识
把牢政治方向盘

本报讯 渊记者 鲁旭 通讯员 狄秉尚冤近
日袁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委政法委举行集中学
习袁专题安排部署 2023年度意识形态工作遥

会议宣布了政法委领导班子分工调整的
决定袁并对 2023年度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进行安排袁要求坚持定期分析研判袁掌握政法
工作形势曰树立先进典型袁传播弘扬正能量曰
把握舆论导向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遥

五原县政法委副书记周雄强调袁 要将意
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牢牢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遥要加大网络管控袁加强
对网站尧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尧工作微信群的管
理袁 统筹网上网下两条战线袁 坚持管用防并
举遥要保持政法领域违法违纪打击力度袁严厉
打击造谣生事行为袁 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遥 要狠抓学习教育袁树牢野四个意识冶尧增
强野四个自信冶尧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 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政
法工作全过程尧各方面袁全力维护五原社会政
治大局稳定遥

传达学习明要义
真抓实干谱新篇

科布尔讯 近日袁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人
民法院召开自治区野两会冶精神专题学习会遥
会上袁该院党组书记尧院长帅宇兵传达了自治
区野两会冶精神并重点对自治区叶政府工作报
告曳 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进行了
解读遥

会议要求袁 要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
绝对领导袁要学习好尧宣传好尧贯彻好自治区
野两会冶精神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袁坚
决捍卫野两个确立冶袁切实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
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不断推动法
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要狠抓审判执行第一要
务袁切实发挥好法院职能作用袁充分保障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遥 要始终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袁强化纪
律作风袁提高干警队伍素质袁使广大干警敬畏
纪律尧遵守纪律袁践行司法为民工作宗旨袁努
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铁军遥

帅宇兵强调袁 学习贯彻自治区两会精神
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袁
要以此为契机袁对标落实法院各项工作袁真抓
实干尧齐心协力袁推动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付春雨)

调研指导促提升
锚定目标谋发展

阿里河讯 近日袁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尧检察长秦虎一行 3人袁深入鄂伦春
自治旗人民检察院调研指导工作遥

秦虎一行参观了该院的 12309检察服务
中心尧远程视频接访室尧未检办案区尧青少年
法治教育基地等场所袁 深入了解基层院建设
情况遥通过实地调研袁秦虎对该院的建设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袁并指出要把未检办案区尧青少
年法治教育基地利用好袁 切实做好全旗青少
年普法宣传尧法治教育工作遥

秦虎指出袁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切实铸牢政
治忠诚袁 把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不折
不扣地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曰要
强化责任担当袁聚焦地区发展实际袁结合野四
大检察冶野十大业务冶 工作袁 科学谋划全局工
作袁推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曰要严格按照政治
过硬尧业务过硬尧责任过硬尧纪律过硬尧作风过
硬要求袁持续保持队伍团结奋斗尧奋勇争先的
积极状态袁推动实现各项工作良好开局尧高位
运行尧高质量发展遥 渊王丹丹冤

坚守岗位履职责
全力奋战促执行

察素齐讯 为了不断提升执行质效袁积极
回应群众期盼袁春节前后袁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人民法院的干警们加班加点袁多措并举袁
以切实有效的执行行动加快推进执法办案袁
力争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完美的执行答卷遥

有的法官埋头伏案袁飞速敲击键盘袁奋力
赶写着执行裁定书曰 有的法官正在与案件当
事人耐心释法析理袁 全力促使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曰有的法官持续关注着执行案款袁只要
有案款到账就及时组织发放噎噎该院执行局
办公室内一派繁忙景象遥办公室外袁执行法官
们奔波在执行路上袁走村入户化解矛盾纠纷袁
全力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遥

岁序更替袁华章日新遥 在新的征程上袁土
默特左旗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将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袁勇于担当袁忠诚
履职袁 不断破解执行难题袁 着力提升审判质
效袁切实将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冶的宗旨袁落实到一桩桩
审判案件中袁一次次执行活动中遥 渊宋艳茹冤

谋篇布局明方向
履职尽责建新功

树林召讯 近日袁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
民检察院组织召开 2023年工作部署推进会袁
该院党组书记尧 检察长赵慧芳主持会议并讲
话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尧 全市招商引资暨
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精神袁 同时就相关工作进
行再安排尧再部署袁并就如何抓好 2023年检
察工作进行谋划推进遥

会议强调院要提高站位讲学习袁将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袁深刻领悟野两个确立冶的决定
性意义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检
察工作的历史方位曰要围绕大局优服务袁紧紧
围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袁 严厉打击
各类犯罪活动袁切实担起维护国家安全尧社会
安定尧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遥持续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袁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遥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实事袁依法能动履行
检察职能袁 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遥 要不断强化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和检察
人员能力建设袁 着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
过尧靠得住尧能放心的检察铁军袁为检察工作
现代化提供坚强队伍保障遥

渊贾敏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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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指导开良方 笃行实干启新程
本报讯渊记者 鲁旭冤近日袁巴彦淖尔市

委政法委副书记冶金柱一行深入杭锦后旗
调研指导平安建设尧 市域社会治理等相关
工作遥

冶金柱一行先后调研尧检查了旗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中心尧北城区派出所尧旗公安局

情指中心尧 陕坝镇北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等基层政法单位袁 详细了解了各单位工作
基本情况尧参与平安建设作用发挥情况尧基
层治理成效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
题袁 并征求了对做好各项工作及共建市域
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意见和建议遥

冶金柱指出袁要加快推进雪亮工程施工
进度袁做好相关建设协调工作曰要探索解决
辖区专职网格员的工资薪酬待遇袁 确保网
格员队伍人员结构稳定曰 要加强街面及重
点场所平安建设宣传阵地打造袁 让共建共
创共享平安工作深入人心曰要充分利用野两

微一端冶广泛宣传调解成功案例袁引导群众
合理解决矛盾纠纷遥

调研结束后袁冶金柱对杭锦后旗平安建
设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袁 并强调要切实抓
好 2023 年政法工作袁真抓实干袁狠抓落实袁
推动全旗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遥

阿勒腾席热讯 为了提升档案管理的科
学化尧制度化尧规范化尧信息化水平袁鄂尔多
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按照实时监测尧
实时显示尧时刻预警尧即时报警尧及时处理的
建设标准袁着力建设新型尧智能尧数字化档案
库房袁力促档案工作的智能尧数字尧安全尧高
效发展遥

推动档案工作野制度化冶遥责成专人重新
梳理完善档案室工作职责尧 档案保密制度尧
档案利用制度等五项规范化制度袁确保做到
保管好尧利用好尧记录好尧留存好遥 推动实体
管理野全面化冶遥 采用红外等技术袁使实体档

案管理具备感知能力袁具有无线识别尧快速
响应尧提前预警尧智能提醒功能遥推动档案管
理野安全化冶遥 利用智能化方式强化防盗尧防
光尧防高温尧防火尧防潮尧防尘尧防鼠尧防虫尧防
污染尧防水等野十防冶建设袁并在加湿除湿过
程中采用水凝气技术袁规避在十防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安全风险遥 推动档案资料 野数字
化冶遥 对归档诉讼档案尧 文书档案进行数字
化袁实现纸质档案与数字化副本同步进档案
室袁 确保档案数字化副本的真实尧 完整尧可
用尧安全袁提升利用效率袁实现对档案的收尧
管尧存尧用全流程管理遥 渊高飞冤

依托智治做支撑 档案管理提质效

锡尼讯 近日袁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
检察院召开 2022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袁深入查摆问题检
视不足袁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遥 该院党
组书记尧检察长淡鹏飞主持会议袁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遥

该院党组高度重视此次民主生活会袁会
前做了周密安排和充分准备袁 采取个人自
学尧集中学习尧专题研讨等方式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袁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袁主动进行谈心谈话袁认真撰写对照检
查材料袁扎实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遥

会上袁淡鹏飞代表检察院领导班子作对
照检查发言遥 随后袁旗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
依次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袁认真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遥大家敞开心扉尧交流思想袁批评意
见实事求是尧客观中肯袁达到了沟通思想尧交
流感情尧促进团结的目的遥

渊伊日贵冤

检视剖析找不足 扬长避短求突破

额尔古纳讯 近日袁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
纳市人民法院召开 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会议遥会上袁全面总结了 2022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袁 研究部署了
2023年工作重点及方向遥

该院党组书记尧 院长吴豫江强调袁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开局之年袁
是实施野十四五冶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袁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工作
意义重大袁要持续强化正风肃纪袁共同营造

风清气正的法院环境遥 他指出袁要对标对表
法院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袁切实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推动法院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遥要严格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袁在严格监督管理上狠
下功夫袁做好谈心谈话袁以督促改尧以改提
效遥 要强化廉政警示教育袁切实增强自律意
识袁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尧业务过硬尧责任
过硬尧纪律过硬尧作风过硬的新时代法院队
伍遥 渊塔娜冤

正风肃纪不松劲 廉洁自律树清风

本报讯 渊记者 唐旺勋 通讯员 郝佳宁冤
为引导干警尽快收心归位袁迅速开启工作模
式袁确保 2023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袁近日袁
通辽市科左中旗人民法院党组召开节后工
作安排部署会袁该院党组书记尧院长纪明主
持会议袁全体班子成员参加会议遥

会议要求袁全体干警要尽快从节日的
气氛中走出来袁收心就位袁集中思想和精
力工作 ,坚决杜绝节后野懒尧涣尧散 冶等现
象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尧更加高昂的斗志尧
更加坚定的信心袁迅速投入到审判执行工
作中遥 要结合各自岗位职责袁迅速调整状

态袁聚焦主责主业袁严格做好安全检查尧立
案登记尧送达尧开庭审理尧执行等各项工
作袁紧盯审执质效袁及时补齐短板袁确保各
项工作高效平稳开展遥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袁科左中旗法院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 统筹推进审判执
行尧司法改革尧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袁坚持
野司法为民尧公正司法冶工作主线袁充分发挥
司法职能作用袁着力在便民司法尧服务发展
等方面创新举措袁以优异成绩为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遥

收心就位鼓干劲 扬鞭奋蹄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