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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佳君 杨靖）
近日，道县检察院召开李某开刑事
申诉案件公开听证会，这是该院举
行的首场刑事申诉案听证会。 会议
由党组书记、检察长沈阳主持，邀请
了县委政法委领导以及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 、律师等作
为听证员参加。

听证会上， 第三检察部负责人
盘剑东介绍了原案基本情况 ：李某
开因被申诉人杨某桂及其丈夫王
某德砌围墙堵路而与对方发生矛
盾。 争执过程中，李某开被杨某桂
打伤，右侧肩胛粉碎性骨折 。 经鉴
定，李某开人身损伤程度为轻伤二

级。
申诉人李某开认为原判事实不

清， 其右边头部与右肩胛骨系王某
德所伤，而非杨某桂所为，要求追究
王某德的刑事责任。随后，原案承办
检察官阐述了该案办理过程， 申诉
案件承办检察官汇报并展示了相关
证据的复核情况。 听证员在全面了
解案件情况的基础上，就案件经过、
证据采信等本案焦点问题分别向申
诉人、案件承办检察官提问。 最后，
听证员进行了现场评议，一致认为：
李某开刑事申诉案件不符合启动立
案复查条件。会后，申诉人李某开表
示愿意息访息诉。

□ 邬双飞

忠诚是指对党、 国家、 人民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和政
治品质， 思想上始终保持与党中央高度
一致，对事业和同事战友的忠诚忠实，代
表着诚信、尽职和服从。初心意指做某件
事的最初的愿望、最初的原因。政法干部
怎样从忠诚和初心全力做好政法工作
呢？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保“刀把子”牢
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政法工作
取得了重大成绩。 政法工作理念取得新
提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取得新成就，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新进步，服务大局、
服务人民取得新成效， 政法领域改革取
得新突破，依法惩治腐败取得新成绩，现
代科技应用取得新进展， 政法队伍整体
素质和战斗力取得新提高。

政法工作的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
证明，政法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政法机
关只有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同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起来， 矢志不渝做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者 、实践者 ，才能确保 “刀把
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确

保政法队伍政治定力不动摇。 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把加强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
履行职能、 开展工作、 发挥作用统一起
来，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
国家意志， 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
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
员， 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
家和社会的领导， 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
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 维护全党全国

团结统一。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
会主义才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发展中国， 才能确保政法队伍政治
定力不动摇。

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发， 确保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 必须坚持从中国基本国
情出发，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这是总结 71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得
到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提出新发展理念， 贯彻落实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 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
良性环状态。 必须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
功经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
以强大的战略定力， 坚持从基本国情出
发，科学分析和清醒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集中精力谋发展， 为赢得主动、 赢得优
势、 赢得未来， 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打下更加坚
实的基础。

坚持独立自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确保政法队伍勇于担当。 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 政法机关承担着大量公共
服务职能 ，要提供普惠均等 、便捷高效 、
智能精准的公共服务， 必须贯彻好党的
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才能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争取主动 ，
才能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

合起来，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
力经济基础、“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
打防并举 、标本兼治上取得实效 、长效，
回应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 让全体人
民享有更多 、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
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
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 不断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和稳定发
展的关系， 确保政法队伍政治能力不断
增强。 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过程中， 政法系统要在更高起
点上推动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要
优化政法机关职权配置，构建各尽其职、
配合有力、制约有效的工作体系。 要推进
政法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优化职能配置、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让运行更加顺畅高
效。 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让司法人员
集中精力尽好责、 办好案， 提高司法质
量、效率、公信力。 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抓紧完善权力运行监
督和制约机制，坚决防止执法不严、司法
不公甚至执法犯法、司法腐败。 要深化诉
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
离、快慢分道，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 ，不
断增强政法队伍政治能力。

（作者系江永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
书记）

围绕“从忠诚看初心”全力做好政法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晏斐斤）近日 ，蓝山
县法院面向全县发布打击贩毒犯罪专题
布告，强力推进禁毒防毒宣传教育工作。

布告精心选编了该院依法审结的 5起、6
名罪犯分别被判处 10年至 15年不等有期徒
刑的贩卖毒品犯罪案件， 具有较强的反面典
型宣传及警示教育意义。 布告张贴在城镇农
贸市场、汽车站、交通路口、市政广场、农村乡
镇集市等人流密集处， 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
看，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近年来，蓝山县法院对毒品犯罪始终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毒累犯、惯犯、再
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
子予以从严从重打击。 2019 年以来，蓝山
法院共审结涉毒犯罪案件 34 件， 判处罪
犯 55 人。 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禁毒防毒打
击毒品犯罪的宣传教育， 采取以案说法、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 张贴布告等多种形
式，宣传禁毒法规，阐述吸食毒品的危害，
讲述防范毒品的办法。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清保 周莨播）为
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道县禁毒人民战争
“秋冬攻势”行动要求，进一步提升同学们
识毒、拒毒、防毒意识，营造全民禁毒良好
氛围。 近日，道县四马桥镇政府联合镇禁
毒办、镇派出所及学校，组织开展以“健康
人生 绿色无毒 ”为主题的 “六进 ”禁毒宣
传。

该镇禁毒工作分管人员通过知识问
答、毒品案例讲述的方式，向在校师生讲
解了毒品的危害以及预防毒品的方法，给
同学们介绍毒品的种类和危害，列举了涉
毒典型案例，让同学们在轻松的环境中学

习到有关毒品的知识，在鲜活的案例中了
解毒品的危害，从而远离毒品，拒绝毒品；
同时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出
入复杂的娱乐场所等，做遵纪守法的好学
生， 争当禁毒义务宣传员或禁毒志愿者，
并告诉同学们将学到的禁毒知识告诉家
人和身边朋友 ， 让更多的人了解毒品危
害，共同铸起抵制毒品的钢铁长城。

此次活动中，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900
余份，上千名师生参加。 活动提高了同学
们的禁毒意识，培养了他们远离毒品的自
觉性，在校园内形成共同禁绝毒品的良好
风尚，得到师生一致好评。

邬双飞。

道县检察院首开刑事申诉案听证会

听证会现场。

蓝山法院发布严打毒贩专题布告

道县四马桥镇禁毒宣传进校园

群众在观看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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