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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机关开展向信息中心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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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强调

切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张述元在第二届“司法保障学术论坛”强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推动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实现新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

各地法院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精神

推动人民法院工作开辟新境界

本报讯 （记者 曹雅静 通讯
员 张永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
党委下发《关于在机关开展向信息中心
学习的通知》，要求院机关和直属单位
各党组织广泛开展向信息中心学习活
动。

2017 年，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第
五届全国文明单位评选活动，经过严格
推荐考评，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被
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2017 年 11
月 17 日，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建设表
彰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会见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勉励获奖
单位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再立新功、作出表率。这是最

高人民法院机关历史上首次获得此
项荣誉，院党组对此高度重视，院
党组书记、院长周强批示：“这是一
次突破。要大力宣传，广泛开展学
习。”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徐家新要求
院机关各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周强院长
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向信息中心学习
活动。

近年来，信息中心在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把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推动
中心建设和发展的坚强思想保证、强
大精神力量和丰润道德滋养，摆上位

置抓、以上率下带、融入大局推、依靠
制度建。信息中心成立了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处室合力
抓，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领导和工作
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对精神文明建设
的引领作用，重视推动网络技术和党
建工作深度融合，创建党员学习教育
新平台、打造强化组织功能的新引擎、
构筑提升党建质效的新支点，开辟了
线上牵引线下、线下支撑线上的党建
工作新格局，推动了党建工作创新发
展，被中央国家机关树为示范案例；
始终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分内职责，
以人民法院信息化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和文明社会创建， ⇨⇨下转第二版

这是一个满载荣誉的团队，他们组建仅4个
年头，却连年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考评优秀，获
集体三等功、集体嘉奖、先进党支部、全国法院
先进个人等多项重要荣誉；被中央文明委授予

“第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在最高
人民法院首开先河……

这是一个创造卓越的团队，他们平均年龄不
足40岁却大有作为，在院党组坚强领导和全国
法院大力支持下，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在世界各
国法院中实现了网络覆盖最全、数据存量最大、
业务支持最多、公开力度最强、协同范围最广、
智能服务最新，有力推动了中国司法文明……

这是一个引领风尚的团队，他们以文明社会
建设为己任，依托先进信息网络技术，为党和政
府决策提供了充分有价值的司法大数据分析研
判，为人民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创设了广阔的
平台，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撑起了一片晴
空，为世界了解中国文明开启了重要窗口……

这是一个全面过硬的团队，他们塑造了团
结、务实、高效、奉献的团队精神，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凝聚力战斗力
创造力强，党建工作服务保证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被推广为中央国家机关党建示范案例，被最
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树为全院学习的标杆……

这支年轻的队伍靠什么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如
此的成就？又是什么使他们保持蓬勃活力和不竭
能量？

胸怀理想 把奋斗力量聚起来

树立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奋
斗方向；共同的理想能将志同道合的人凝聚在一起，
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许建峰说：“要
承担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关键要有
一支有梦想、有境界、有担当的坚强队伍。”

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将价值追求建立
在物质基础之上，把赢得丰厚利益回报作为人
生奋斗目标，不少人甚至从党政机关辞职下
海。 ⇨⇨下转第二版

本报马鞍山5月17日电 （记
者 周瑞平）今天，第二届“司法保
障学术论坛”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举
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张述元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
琨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
强的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充分
认识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在新时代
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在思想上对
准标、职能上定准位、方向上聚好
焦，推动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在新
时代发挥新作用、展现新发展。

张述元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司法
保障部门要提高思想政治站位，强化
职能定位，针对新时期人民法院司法
保障的刚性需求增加，服务质量要求

提高，管理政策要求更严，深刻认识新
时代司法保障工作改革发展的目标要
求，以改革发展的新理念，进一步统一
思想，强化责任担当，落实服务措施，
全力推进司法保障工作的现代化体系
建设。以构建新型司法保障服务体系
为目标，着力推进司法保障的法治化、
标准化。以提升保障服务能力为目
标，着力推进管理的现代化、精细化。
以提高保障服务质效为目标，着力推
进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

张述元强调，新时代人民法院司
法保障工作的改革创新发展，为司法
保障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更多需求更
高要求。要进一步从专业化和更高层
次推进司法保障理论研究，增进司法
保障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扎实
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保障工作改
革创新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
和智力支持。 ⇨⇨下转第二版

本报济南5月17日电 （记者
罗书臻 通讯员 郭德民 段格林）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联合举办今年第一期“决战执行
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对济南市历城
区人民法院，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
院，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陵城区
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一批执行案件、部分实施拘留案件和
有关执行活动现场进行全媒体直播。

直播在山东电视台设立主演播
室，济南、淄博、德州三城同步，六
路记者直击现场，8∶00 至 11∶00，
三小时不间断的直播，为广大网友奉
献了一堂生动的普法公开课。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国法院网、大众日报、山东电视台等
中央和省内 50 多家媒体参与了直播
活动，1800 多万名网友在线收看了

直播视频。

淄博——
协同执行“利剑”在行动

清晨5点30分，淄川区法院内警灯
闪烁，执行干警准时集结完毕，蓄势待
发，正式打响“决战执行难”直播活动
第一枪。由于被执行人位于济南市章丘
区，案件需要异地执行，加上案外人妨
碍执行等问题，此次执行面临诸多困
难。山东高院执行局统筹各方执行力
量，启动了三级法院协同执行机制，将
案件执行由淄川区法院“单打独斗”提
升为三级法院“协同作战”。行动中，
128名工作人员将被执行人某公司的大
门和厂房予以控制。7点20分，执行干
警们通过强制破门进入执行现场，伴随
着阵阵小雨，10 台运输车陆续将箱纸
板等运出，施工人员采用专业切割设备

将瓦楞纸生产线一一切割并通过起重机
进行装载。执行过程中，单兵系统全程
录音录像，执行指挥中心进行全程监
控，有效推动和提高了疑难复杂案件的
执行效率。

济南——
执行联动让“老赖”无处遁形

上午 8 时，历城区法院鲍山执行
团队集结完毕，赶往港沟街道坞西小
学附近的一处超市，对长期躲避执行
的高某英夫妇两人进行强制执行。四
年前，高某英夫妇向胡某借款 5 万
元，到期后迟迟未还，并玩起了“人
间蒸发”。在执行过程中，历城区法院
与公安机关开展执行联动，公安机关
根据法院发送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得知高某英夫妇二人离开户籍所在地
在坞西小学附近开了一家超市。收到

消息后，执行团队立即行动、迅速出
击，在超市发现二人，并当场搜出现
金 1435.5 元，银行卡两个，存折一个。
高某英情绪激动甚至辱骂污蔑法官，
因拒绝履行义务也不配合执行，执行
法官当场对高某英及其丈夫赵某实施
拘传，带回法院作进一步处理。

在当天集中执行开展的同时，历城
区委还在历城区法院召开了一场执行联
动会议，11 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齐聚
一堂，共同研究解决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历城区纪委对
法院提出的不主动履行义务或不配合法
院执行工作的基层组织将进行约谈，检
察和公安机关将对法院移送的涉嫌拒执
罪案件加大侦办力度，有关职能部门将
在财产评估、查询扣划有关款项方面给
予配合。各部门协同配合齐“发威”，
为法院执行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
坚实的外部保障。

德州——
代表委员点赞执行行动

上午 10 时，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院对两起执行案件进行强制清退迁
出。 ⇨⇨下转第二版

三城干警同步推进 六路记者直击现场

“决战执行难”全媒体直播引1800万网友围观

5月17日上午11时33分，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接到举
报：长期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谭某刚从外地回来进入家门。11时38分，当执
行人员出现在谭某面前时，惊慌失措的谭某拔腿跑进麦田，执行干警紧追不
舍，在麦田田垄上追逐300多米后将被执行人抓获。据悉，执行攻坚百日会战
活动开展以来，沁阳法院采取多项措施抓获“老赖”，执结案件46件。

张建忠 李好威 摄

本报综合消息 5 月 3 日至 7 日，
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在中
央党校举行。连日来，各地法院认真
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研讨班精神，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

近日，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
河北高院党组书记、院

长卫彦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
全省各级法院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进一
步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服务大局
的思想自觉、司法为民的行动自觉和改

革创新的实践自觉，推动人民法院工作
开辟新境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工作，扎实理论研究，开展
全员培训，在全省掀起大学习、大研
讨、大培训的热潮。要聚焦新时代全
省重大发展战略，强力推进省委“三
六八九”战略任务，服务保障京津冀
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促进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中心
组 （扩大） 学习会，山

西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邱水平主持会
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政法工
作的规律特点，为做好新时代政法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法院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法思想为指导，以重大问题研究为支
点，以实际工作成效为导向，深入谋
划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以审判
执行的新业绩、司法为民的新作为、
法院队伍的新形象，开创法院工作的新
局面。

近日，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云南高院

党组书记、院长侯建军表示，这次专
题研讨班，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对
全国政法领导干部进行的“集训”，是
一次党性教育，既是政治理论水平的
大提升，也是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
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总动员，对全国政
法系统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辟新时代政法工作新境界具有
重要意义。要坚决把坚持党的领导作
为根本要求落实到位，坚决把执法办
案作为第一要务落实到位，坚决把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
落实到位，坚决把服务保障好大局作为
职责使命落实到位。

近日，甘肃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甘肃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并强调，全省
法院要深刻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准确
把握实践要求，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
想武装头脑、统揽工作、指导实践。各
级法院要牢牢把握、深入践行审判机关
的政治性。要把讲政治和讲法治统一起
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自觉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
导，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在全省法院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
和落实。

（记者 丁国华 茶 莹 潘 静
通讯员 史风琴 虎文心）

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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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17 日电 （记者
李 阳）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19日在
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
彰大会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公安部
今天在京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出席并
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思践悟“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总要求，奋力开创新时代公安工作
新局面。

郭声琨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
月 19 日的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法思想在公安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
为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供
了科学指南。要从增强“四个意识”的
政治高度，从公安事业发展进步的战略
高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以
贯之地抓紧抓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铸牢对党
忠诚的政治灵魂，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做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忠诚卫士。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深化惠民便民改革，锻造纪律严明
的过硬队伍，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
责使命。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主持

座谈会。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公
安部党委成员李伟、邓卫平、孟庆丰、孙
力军、王俭参加。公安英模、基层民警、
新闻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代表作了发言。

图为5月17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
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
记郭声琨出席并讲话。 郝 帆 摄

麦田里上演“追逐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