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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斌 彭
满华）1 月 9 日至 16 日 ， 江华
县司法局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
员， 对全县 291 名社区矫正对
象进行了为期 8 天的点训和走
访， 实现了集中点训和个别走
访全覆盖。

点训要求， 社区矫正对象
务必牢固树立 “六种意识”：一
是身份意识。 无论是过失犯罪
还是故意犯罪， 社区矫正对象
都是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罪
犯， 务必增强依法矫正的自觉
性，不折不扣完成人脸签到、集
中学习、公益劳动、思想汇报等
规定动作。二是安全意识。社区
矫正对象都应懂得安全生产无
小事，务必做到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应一人一盔，杜绝道
路交通安全事故。 务必做到安
全用火用电用煤用气， 杜绝小

火大伤亡。三是成本意识。社区
矫正对象都应懂得自由无价的
含义，务必珍惜社区矫正机会，
杜绝重新犯罪；四是法律意识。
社区矫正对象都应心中有法 ，
务必做到尊法 、学法 、守法 、用
法。五是底线意识。社区矫正对
象都应绷紧违法必究之弦 ，不
得参与赌博、斗殴、诈骗等一切
违法犯罪活动。六是防范意识。
在没有彻底战胜新冠疫情前 ，
社区矫正对象在往返人员密集
场合、出入司法所参与点训时，
都应佩戴口罩 ，减少 “重阳 ”概
率。

在点训的同时， 江华司法
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带着生活
必需品对全县“六类对象”进行
了个别走访， 先后看望了生活
有困难、 邻里有纠纷的社区矫
正对象 30 人。

共商推动检察工作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永州市检察院召开 2023年工作务虚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洪辉）
近日， 永州市检察院召开 2023
年工作务虚会， 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 ，科
学研判形势，明确目标任务，谋
划工作思路， 共商推动永州检
察工作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周伟任主
持会议。 班子成员、检委会专职
委员、各内设机构正职、副职参
加会议。

会上， 各部门负责人围绕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全国检
察长会议精神， 自觉对标查摆
问题、梳理思路，并就如何做好
新一年工作碰撞思想、 集中智
慧、凝聚共识。 院领导就各自分
管工作进行了汇总点评。

会议指出， 全市检察机关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
全面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省委实施意见和市委
若干措施， 守正创新、 真抓实

干，各项检察工作干在实处、稳
进提升， 综合业务考评跃居全
省第一方阵。

会议强调 ，做好 2023 年全
市检察工作， 要以更高政治站
位抓谋划。 持续学懂弄通做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检察长
会议精神， 认清方位、 把好方
向， 汇聚起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法律监督工作、 推动检察工作
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要以更强
责任担当抓履职， 紧扣检察工
作现代化要求，践行“依法能动
履职 ”理念 ，护航经济现代化 ；
践行“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
办案 ”理念 ，力推法治现代化 ；
践行 “双赢多赢共赢 ”理念 ，助
力生态现代化； 践行 “诉源治
理” 理念， 保障社会治理现代
化；践行“强基固本”理念，实现
检察队伍现代化。 要以更实工
作举措抓落实。 紧紧围绕中央、
省委、 市委和上级检察院党组
决策部署，结合永州检察实际，
梳理重点工作清单、问题清单，

一条一条抓推进， 一项一项抓
落实， 奋力开创检察发展新局
面。

最后 ，周伟任用 10 句话与
大家共勉： 政治上千万不能出
偏差，更不能出问题，头脑要十
分清醒 ；抓住中心 ，宁精勿杂 ，
宁专勿多；抓工作有计划、有重
点、有条理；注意检讨和整理思
路，充分考虑时间、空间和条件
的变化，使之相匹配；敢于向自
己不正确不健康的思想意识作
斗争；适当发扬自身长处，纠正
自身短处；和干警打成一片，向
干警学习；过好集体生活，遵守
纪律，在聚光灯下工作生活；控
制好管理好情绪，与人为善，待
人如待己； 少烟控酒， 规律生
活。

入村走访慰问
帮扶对象

1 月 17 日，永州市公安
局零陵区分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盘佳带领乡村振兴
驻高夫殿村工作队民警，入
村走访慰问帮扶的困难群
众，为每户送上米面油等生
活物资，鼓励帮扶对象勤劳
致富，自立自强。

通讯员 秦文杰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忠宝）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群众防邪 、
反邪意识 ，1 月 14 日 ，东安县
委政法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山子岭社区 ，开展以 “信邪教
害人害己，讲科学利国利民”为
主题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活
动。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
发放宣传资料、 咨询答疑等形
式， 向群众宣讲邪教的主要特
征和社会危害， 对群众提出的
反邪教相关问题进行答疑 ，引
导他们自觉抵制邪教、 远离邪
教，增强识邪 、防邪意识 ，一旦
遇到邪教骗人、非法聚会、搞破

坏活动或者接到邪教宣传电
话，立即举报或报警，不让邪教
人员有机可乘。

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 2000 余份 ， 现场答疑 50
余人次， 有效地在群众中宣传
了防邪知识， 提升了广大群众
对邪教的鉴别、防范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邓诗依）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
职责……”1 月 16 日，东安法院
新任职的院领导、庭室负责人、
初任员额法官共 6 人进行了集

体宣誓。
宣誓仪式上， 全体人员列

队肃立，齐唱国歌。 随后，领誓
人左手抚按宪法，领诵誓词，全
体新任职人员右手举拳， 面向
国徽跟诵誓词， 铿锵有力的宣

誓声响彻大厅。
参加宣誓者纷纷表示 ，将

永远铭记誓言、切实履行承诺，
在新的起点上，不忘初心，不负
重托， 为东安法院工作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现场。

本报讯 （通讯员 秦文杰
陈纪苗） 为确保春节期间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让辖区群
众度过一个安定、 祥和的新春
佳节。 1 月 17 日，零陵区副区
长、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
云生带队， 到徐家井街道聚万
金财富中心、步步高超市、零陵
区商业城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了安全生产大检查。

检查中， 陈云生一行到大
型商场、农贸市场等地，对疏散
通道、 安全出口等重要场所消
防安全情况、 消防设施器材是
否完整有效、 电线电气是否符
合要求、 用火用电制度是否建
立健全， 以及场所消防安全管
理制度建立和防火措施落实情
况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检查人
员还向各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

了关于春节期间生产、 停工停
产情况及节后复工复产计划 ，
并强调企业做好停工停产期间
断水断电、 值班值守等相关工
作。同时，督促企业开展集中地
毯式安全生产大检查、 消防安
全排查整治及冬季取暖安全防
范等专项活动， 对应急防护物
资、 电气设备线路进行全面仔
细大排查， 坚决将安全隐患消
灭在萌芽状态， 确保节日期间
安全稳定。

检查结束， 陈云生还走访慰
问了多户困难群众， 向他们致以
问候及祝福， 并表示春节是万家
团圆的美好时刻， 要把群众安危
冷暖放在心头， 不仅要始终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 还要进一步强
化责任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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