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衡阳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深入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各级政法干警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
治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目标、踔
厉奋发，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保障作用，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衡
阳。

一要强化制度供给， 聚焦中心立良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要
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突出急
用先行、回应关切、解决问题、务实管用，聚
焦推进中心化进程需要，围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城乡治理标准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小
切口”开展立法工作。要聚焦矛盾焦点、群众
热点、治理难点，善于把市域社会治理探索
创新经验系统集成，及时通过立法的形式予
以固化定型 ，让法规立得住 、行得通 、管得
到。 要抓好法律法规实施，及时做好地方性
法规、政府规章的立改废释工作，切实以良
法促发展、保善治。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 聚焦服务优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深化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用法治手
段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让法治成为衡阳发展环
境的核心竞争力。 要优化政法政务服务，努
力打通“放管服”改革“最后一公里”，将更多
的政法政务服务集成到网上、延伸到基层，让人
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在网上办、就近办、马上
办、一次办中感受到高质效的法治化服务。

三要维护司法公正， 聚焦廉洁守底线。
公平正义是群众的期盼， 也是法治的生命
线。要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法治建设的
第一标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体系， 优化公共
法律服务供给，建立执法司法机关分工负责、协
同配合、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严格执行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依法打击涉黑恶、
涉毒、涉电诈、涉性侵未成年人、涉养老领域
诈骗等各类侵害人民权益的突出违法犯罪
行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要落实普法责任， 聚焦全民提素养。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
仰。 要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组
织实施好“八五”普法规划，分层次、分领域、
分群体做好法治宣传教育。 用好“屋场恳谈
会+”“衡阳群众+”“两微一端”、开放庭审等
土办法、新办法、巧办法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普法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的
全过程、各方面，让法律走近群众身边，让法
治走进群众心里，成为全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和行为准则，全面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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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衡阳政法系统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法干警深刻领悟“为何而
学”、牢牢把握“学之要义”、切实找准“衡阳路径”。 努力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积极担当努力作为，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衡阳、
法治衡阳汇聚智慧与力量。

本报今日刊发衡阳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学习心得体会，全面展现该市政法机关立足职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生动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
刻革命 ，关系党执政兴国 ，关系
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 人民法院作为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参与者 、建
设者 、实践者，必须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
司法服务和保障。

“两个确立”掌舵领航，更加
坚定对党忠诚。 “两个确立”是党

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
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
性因素。 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
审判机关，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
法院建院之本 、强院之基 、司法
之魂。 在新的赶考路上，衡阳法
院将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
定性意义 ，更加自觉做到 “两个
维护”，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
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 按照
“政治建院、 担当兴院、 公信立
院 、从严治院 ”的要求 ，服务大
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奋力
谱写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衡
阳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辉煌成就鼓舞人心，更加坚
定自信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
面总结非凡 10 年的辉煌成就 ，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更加坚定。 新时代十年，衡
阳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
想， 结案数从 2013 年的 2.51 万
件上升到 2021 年 8.26 万件 ，人
均结案数增长到 195 件，结案率
上升到 99%。 我们将切实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付诸行动，充分发挥
司法促发展 、稳预期 、保民生作
用。 聚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升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平等保
护市场主体，为奋力推进衡阳区
域中心化进程保驾护航；聚焦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实践，加强裁
判文书释法说理，积极引领社会
风气向上向善；聚焦增进民生福
祉， 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开
展“利剑护蕾”行动、一站式多元

解纷 ，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更加坚
定坚持斗争。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进行了展望 。 习近平总书记将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列为前进
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
则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发展
变化， 法院案件数量连年攀升，
审判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衡阳法
院干警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在审
理“3·02”“益阳 4·14”等重大案
件、完成“切实解决执行难”和信
访维稳等急难险重任务、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中冲锋在前、勇挑
重担，以一流的精神状态创造一
流的业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
事业 ，充满机遇和挑战 ，我们充
分把握新征程上机遇挑战在法
院工作的具体表现，加强斗争精
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在深化司法
改革 、强化自身建设 、提升审判
绩效等方面，做好迎接爬坡过坎
之难、 风急浪高之险的挑战，敢
于斗争 、善于斗争 ，全力战胜前
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打开
审判事业发展新天地。

坚持学深悟透，准确把握
党的二十大精神要义。 检察机
关要深刻领会把握“在新征程
上举什么旗 、 走什么路 、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
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四个根
本问题，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
程党中央赋予检察机关的责
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面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忠诚拥

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 “两
个维护”，紧紧围绕“五个牢牢
把握 ”，以 “六个必须坚持 ”为
指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坚持能动履职 ， 服务保
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对
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部署新要
求，找准服务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着力点。 对标“优化营商环
境”要求,加大民营企业平等保
护力度，持续深化涉案企业合
规监管改革 ；对标 “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 ”要求 ，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打好
服 务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 组 合
拳 ”；对标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
求 ，依 法 能 动 履 职 ，深 化 服
务举措，优化保障效果。

坚持司法为民，持续高标
准办好检察为民实事。 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砥砺担当作为 ，为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提供更有力的法
治保障。 坚守为民初心，始终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根连根，
切实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
民愿望 、维护人民权益 、增进

人民福祉落实到检察工作各
环节、全过程。 必须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
化抓好群众来信 “件件有回
复 ”、公开听证 、司法救助 、支
持起诉 、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 公益诉讼检察等工作，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有保障。

坚持聚焦主业 ，切实担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 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 ”“完善公益诉
讼制度”， 这又一次赋予检察
机关更重的政治责任、法治责
任、检察责任。 必须深化法律
监督机制建设，持续完善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 、“派
驻+巡回”检察、民事行政检察
精准监督等工作机制，维护司
法公正公信 ；牢记嘱托 ，切实
履行好 “公共利益代表 ”的职
责，坚定开拓中国特色公益诉
讼检察之路；持续巩固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聚焦难点堵点问
题，与时俱进发展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要落实
好数字检察工作会议部署，促
进解决法治领域深层次问题。

坚持从严治党，锻造堪当
时代重任的检察队伍。 检察机
关要履行好服务保障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使命，必须要有一
支高素质检察队伍来支撑检
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检察机
关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
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一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和鼓励担当作为，一体加强检
察机关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和
职业道德建设，锻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过硬检察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 确立
了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明确了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
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等四项重点任务，为我们
做好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根
本遵循。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引，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提质
赋能，更好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当好法治建设的引领者。加强全面依法
治市统筹，当好党委政府法律参谋 ，坚持把
党的领导贯穿到法治衡阳建设的全过程，抓

紧抓实 “关键少数 ”落实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提高领导干部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
工作、解决问题 、推动发展
的能力。 深入实施“八五”
普法， 强化基层基础，抓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宪
法的宣传， 营造全社会
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
的浓厚氛围。

当好法治建设的推动
者。 坚持良法善治，针对立
法客观存在的时间差和空白
区，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同时充分利用好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加
强对执法权力的监督，加强宪法和法律
实施，维护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推动建
设权责统一、 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系，营
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深化行政复

议体制改革， 深入探索 “法院+政
府+专家” 新型行政争议化解

机制，不断畅通行政争议解
决渠道。

当好法治建设的实
践者。 提升全市司法行
政队伍的革命化 、正规
化 、专业化 、职业化建
设水平， 不断提升全市
司法行政队伍的政治素
养、法律素质和法律职业

共同体意识 ，建设一支忠
于党 、 忠 于 国家 、 忠 于 人

民 、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司法
行政工作队伍， 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 、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更好发挥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为
衡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贡献司
法行政力量。

征书昨夜到 不待曙光催

学深悟透聚奋进之力
踔厉奋发谱检察新篇

勇毅前行向未来
奋力打开衡阳法院发展新局面

杨龙金

刘兴无

杨安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
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公安机
关要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到公安工作各方面
全过程，更好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一要增强总体国家安全
观，提高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
能力水平，始终把政治安全放
在首位。 要着力防范化解系统
性安全风险，深入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防范影响政治安
全的重大风险。 要大力加强网
络意识形态斗争，依法打击整
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
不断净化网络政治生态。

二要强化社会治理共同
体意识，健全完善社会治安整
体防控。 要针对影响社会安全
稳定的突出问题，深化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确保人民更安宁。 要健
全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织严织密社会治安“立体管控
网”，提升应急处突、防范震慑
和打击现行犯罪能力。 要着力
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用
“全周期管理” 理念统筹谋划
社会治理，加快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 要发展壮大社会
化群防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
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要探索完善标
准化平安创建模式，以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为契
机， 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在

各个行业领域推进平安建设，
实现“积小安为大安”。

三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 模
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 要强化
底 线 思 维 和 公 共 安 全 制 度
体系保障，打好安全防范主动
仗。 要巩固以打促防成果 ，从

严从快打击八类恶性刑事 犯
罪和涉众涉财型犯罪 ，确保
刑 事 案 件 发案率持续下降 。
要推进安全生产顽疾整治，进
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面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要强化基
层主防导向，汇聚全社会防范
风险的强大力量，稳住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阵地。 要加大过
程控制力度和制度执行的监
督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主体责任，实现规避风险、
预见未来的目标。 要提高预警
预防精度，建立完善“情指行”
一体化运行机制，实现对重大
风险的精准预警处理、对突出
犯罪的精准打击防范。

四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大
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要严
厉打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
违法犯罪，保障企业健康持续
发展。 要增强执法“温度”，推
动执法理念从管理型向服务
型转变。 要深化 “放管服”改
革，落实便民惠企措施。 要完
善 “园区警务 ”，在防范风险 、
预防犯罪、内部安全等方面为
企业项目提供保姆式、全景式
服务，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
企业版。

勇担时代重任
答好平安考卷

胡志文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胡建福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胡志文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刘兴无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杨龙金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安定

胡建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