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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启动

对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
县委高度重视 。 县委常委会
2021 年第 5 次会议专题研究了
全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
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 重点传达学习
全国、全省、全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动员部署会议精神， 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

3 月 4 日，新化组建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 县委书记朱前明担任领导
小组组长， 下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高位推动教育整顿工作，切
实夯实组织领导堡垒。 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县委政法委， 由县
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李笃
成兼任办公室主任。 为进一步
开展好工作， 县教育整顿办下
设综合协调组、执纪监督组、专
项整治组、舆论引导组 4 个组，
以及涉黑涉恶案件倒查专班 、
举报线索核查专班、 重点案件
评查专班 3 个专班 ， 确定了
组长 、副组长及成员 ，建立通
畅的沟通联络机制 。

3 月 5 日，新化县全县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动员大会召开 。
省指导组领导、 市委政法委领
导、 县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员
及办公室人员、 县委政法委及
政法各单位班子成员、 股所庭
室队负责人参加。 会议明确了
教育整顿的总体要求、 目标任
务、主要环节和组织领导，有力
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各项任
务有序开展。

3 月 8 日至 3 月 9 日，县委
政法委及政法各单位相继召开
动员部署会议， 对本单位教育
整顿工作进行了部署 。 3 月 10
日， 县教育整顿办组织领导小
组办公室组成成员召开扩大会
议， 学习传达省第十三指导组
与娄底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工作例会精神。

3 月 15 日， 根据省驻娄底
指导组安排， 朱前明向省驻点
指导组汇报了近 3 年来全县政
法队伍工作情况和队伍建设情
况， 省指导组组长孔和平与朱
前明进行了谈话。 孔和平还参
加了征求意见座谈会， 倾听了
新化县各界代表的声音。

政法各单位扣紧 “责任链
条 ”，各政法单位党委 、党组履
行直接责任， 各单位一把手坚
决扛起第一责任， 班子成员落

实好“一岗双责”，各司其职、形
成合力； 各基层所队把开展队
伍教育整顿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 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学习教
育工作， 切实形成了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精神洗礼

3 月 24 日上午 9 时， 县教
育整顿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
员，县委政法委以及县法院、县
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全
体班子成员和中层以上干部聚
集一堂， 朱前明为他们讲授了
一堂题为 《全面锻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法铁军，为实现“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
障》的专题教育整顿党课，李笃
成主持， 各政法单位及股所庭
室队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听
课。

3 月以来，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 各单位一把手纷纷走上讲
台， 给干警讲党课。 李笃成以
《学党史、明方向、强担当，锻造
绝对忠诚纯洁可靠的新化政法
铁军》 为题给全体政法委干部
职工和县教育整顿办各小组成
员上专题党课， 并邀请县委党
校讲师邹煌主讲习近平法治思
想专题讲座。 新化县法院邀请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成赛军博士
举办专题党史教育讲座， 院长
彭志业以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导， 奋力开创法院工
作新局面》 为题给法院全体干
部干警上专题党课。 副县长、县
公安局局长欧阳灼亮以《做“四
讲四有”合格党员，锻造过硬新
化公安铁军》为题，结合公安工
作实际， 给全体干警上专题党
课。 新化县检察院检察长李佳
林以 《忠诚履职 、严守底线 ，做
人民满意的检察干警》 为题上
了专题党课。 县司法局党组副
书记、 副局长李鹏程主讲了题
为 《全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的专题党课。

一把手讲党课 ， 突出了教
育整顿的政治性和重要性 ，通
过听党课学党课， 政法干警深
刻理解党课内容， 从中领悟到
绝对忠诚， 就是要坚持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民为公，
就是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 ；担当作为 、就是要践行 “三
牛精神 ”；清正廉洁 ，就是要守
好纪律红线。 上党课的意义在
于推动学习教育的深入， 让政
法干警通过党课每日三省吾
身， 清醒认识肩上担负的职责
使命， 清醒认识今后努力的方
向。

县教育整顿办向市教育整
顿办报送 3 名英模事迹材料 ，
其中， 荣获全国办案标兵称号
的新化县法院温塘法庭负责人
曾海丰被选树为英模。 县委政
法委还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以及
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观看了
《绝对忠诚 ，榜样在身边 》英模
教育宣传片。 县公安局树立了
先进典型个人 22 人 ，推选 1 名
民警参评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
出青年民警；举办了“学英模精
神， 展时代风采” 主题征文活
动， 开展跟班先进找差距交流
研讨活动。 县检察院积极推选
英模人物，组织观看《平安中国
之守护者》等电影。 县法院开展
标兵评选活动， 全院共评选出
学习标兵 2 名、廉政标兵 2 名 、
办案标兵 6 名、服务标兵 2 名、
扶贫标兵 1 名。 县司法局在本
系统内选树了一批优秀典型 ，
倡导全体干部职工向他们看
齐、学习。

在娄底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筹备工作座谈会后， 新化县
委政法委立即组织政法委班子
及各政法委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召开筹备座谈会， 学习传达了
去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
点经验和上级精神， 对当前准
备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县委
政法委、 政法各单位均多次召
开班子成员会议、干警大会，学
习传达上级教育整顿有关精
神。 狠抓干部集中学习，要求在
教育整顿期间， 每名政法干警
学习篇目不少于 60 篇，每天学
习不少于 1 小时。 政法各单位
制定了学习教育日程表及学习
教育方案， 发放了相关资料和
学习用品。 从 3 月 5 日起，县委

政法委、 政法各单位均已按照
学习日程表开展集中学习及自
学。

刀刃向内

教育整顿就是要有刀刃向
内的精神， 深入解剖政法队存
在的问题，以壮士断腕、刮骨疗
毒的勇气解决问题， 清除害群
之马，整治顽瘴痼疾。

3 月 23 日， 县教育整顿办
牵头组织县委政法委全体干部
职工及政法各单位全体政法干
警共 690 人 ， 在省级廉政教育
基地———罗盛教纪念馆进行廉
政教育。 向政法系统全体干警
发放了娄底市教育整顿办编印
的 《警钟在耳———政法干警违
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要求开
展反思，汲取教训。 3 月 24 日，
新化县召开全县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廉政教育暨警示教育大
会 ，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 、监
委主任王德文作廉政教育报
告，从明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县
形势、整治突出问题、增强行动
自觉四个方面进行了讲授 ；与
会人员观看专题警示教育片
《警钟》； 县法院执行局四级法
官助理郭某、 县公安局曹家镇
派出所民警谢某两名违纪干警
现身说法， 剖析深刻， 整改坚
决。 通过警示教育触及灵魂，提
高党纪党规、法律法规意识，让
全县政法干警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 3 月 24 日、25 日，政法
各单位分别分条线、 分支部组
织开展集中研讨，对市、县廉政
教育精神进行传达， 与会人员
结合岗位实际，逐个谈认识，并
撰写心得体会。 近日，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进行广泛发动 ， 政法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加强干警思
想教育 ，充分阐释 “自查从宽 、
被查从严”的政策要求，鼓励干
警放下思想包袱，真诚坦荡，主
动向组织说明问题。 一场刀刃
向内的整治行动正全面展开。

春风浩荡，春雨淅沥，冲刷
掉草地上的污泥， 一片迷人的
绿色正在展露春的魅力。 古老
的新化，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 我们坚信，思
想上的高度重视， 行动上的扎
实推进，方式上的不断创新，态
度上的坚决和勇毅， 必将使教
育整顿取得辉煌硕果， 一支政
法铁军必将在淬炼中更快成
长。

王曙蕾 罗宇星 陈佳睿

新化：教育整顿淬炼政法铁军

新化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

春潮带雨，资水奔涌。
娄底市新化县地处湘中西部、资水中游，总人口达 152 万，总面积 3636 平方公里，人口与面积分别居全省第一位和第八位。 全县共有政法干警

982 人。 全省人口第一大县，社会稳定的责任重大，政法队伍使命在肩，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3 月 4 日，娄底市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后，新化县紧接着召开动员大

会。 如今，一场声势浩大而触及灵魂的教育整顿，如同春江潮水，荡涤着政法战线每个人的精神领地。

■教育整顿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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