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建柱在会见第五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活动获奖民警时强调

珍惜崇高荣誉 牢记为民宗旨
为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作出新贡献

杨晶王晨郭声琨周强曹建明参加会见

本报武汉
!!

月
"

日电 !记

者王治国" 正在湖北省武汉市

出席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

委书记孟建柱
!

日晚亲切会见了

第五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

选活动全体获奖民警$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倍加珍惜亿万人民群众授

予的崇高荣誉% 始终把党和人民

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全力维

护社会稳定&服务人民群众%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深化平安中国

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由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共

同主办的第五届"我最喜爱的人

民警察#评选活动
!

日晚在武汉

揭晓评选结果并举行颁奖典礼$

孟建柱与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会

议代表一起出席了评选颁奖典

礼$颁奖典礼结束后%孟建柱会

见了刚刚揭晓的第五届"我最喜

爱的人民警察#侦办刘汉刘维特

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案

专案组&曹志刚&宝音德力格尔&

崔光日&张宝发&陈怡&郑伯武&

高明& 木拉提'西日甫江& 韦汉

忠%与他们一一握手%向全体获

奖民警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

战斗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第一线的广大政法公安干警

表示崇高的敬意$

孟建柱即席发表了讲话 $

他饱含深情地说% 我们刚才观

看了第五届 "我最喜爱的人民

警察# 颁奖典礼$ 你们的事迹

感人至深% 深深地打动了现场

每一位观众% 我们都是饱含着

感动的泪水在看& 在听你们的

故事$ 在你们中间% 既有勇于

攻坚克难& 成功侦办刘汉刘维

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

案的专案组% 经常临危受命&在

重大案件侦办中善用 "杀手锏#

的技侦专家张宝发%出生入死行

走在缉毒一线&屡破大案的"缉

毒先锋#高明%常年奋战在反恐

最前沿&时刻面临生死考验的木

拉提'西日甫江% 又有在危急关

头冲锋在前&把人质安全放在第

一位的曹志刚%把青春年华奉献

给祖国蓝色海疆的海警战士韦

汉忠%身患尿毒症仍拖着肿胀双

腿坚守在交通执勤一线的崔光

日% 还有忠诚守护戈壁草原&做

好事"多如牛羊#的宝音德力格

尔%离家在自己服务的社区租房

住&被儿子称为"见不到面的妈

妈#的陈怡%与歹徒搏斗两次负

伤留下
"#

道伤疤& 倾情帮扶辖

区困难群众的郑伯武$ 你们虽

然岗位不同% 但都把党和人民

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 忠诚

使命& 默默奉献% 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 你

们的事迹就是活生生的人生教

科书$ !下转第四版"

坚持维权与维稳相结合掌握化解矛盾主动权
———深化平安中国建设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评论员

检验平安建设成效! 不仅

要看能否将暴力恐怖犯罪 "黑

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打掉 !

能否有效防控杀人"抢劫"爆炸

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恶性刑事犯罪! 也要看

能否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

这是因为!有些小的矛盾纠纷!

如果不能依法及时化解! 群众

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依法维护 !

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

孟建柱同志在深化平安中

国建设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统一! 努力掌握预防化

解社会矛盾主动权$ 中央这一

决策! 抓住了当前深化平安建

设的关键! 为检察机关参与平

安中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要牢牢掌握预防化解社会

矛盾主动权!检察机关在执法办

案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司法为

人民! 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放

在第一位$ 要按照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

人权司法保障!依法维护诉讼当

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

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 "申请

权"申诉权$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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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原党委书记丁凤云被双开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日前!山东省纪委对临沂大学原党委书记丁凤云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丁凤云利用职

务之便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决定给予丁凤云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福建部署职务犯罪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李榕" 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福建省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

动部署会上获悉!福建省检察院将组成督导检查组!检查

贯彻落实专项行动情况! 确保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实

效"

$%""

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共抓获或敦促在逃职务犯

罪嫌疑人投案
$$"

人!其中从境外劝返
&

人"

四川督办减假暂专项检察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吴远明 郑粉粉"

'"

月
!

日!四川省检察院组织召开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专项检察活动督办会! 对全省专项检察活动第二阶段

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回顾! 并对第三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会议要求各地狠抓执法办案!进一步提升监所检察干

警的业务能力!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武汉亲切会见第五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

察'评选活动全体获奖民警$图为孟建柱与刚刚揭晓的第五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合影$ 郝帆摄

江西弋阳砍杀3名小学生嫌犯被抓获
据新华社南昌

!!

月
"

日电 !记者刘彬 万象" 经

警方证实!江西弋阳县砍杀
!

名小学生!导致
$

死
"

重伤

的犯罪嫌疑人张样喜! 已于
""

月
(

日
)*

时
(+

分左右被

警方抓获"

"%

月
!"

日上午
""

时
(,

分左右! 江西省上饶

市弋阳县圭峰镇罗家村
!

名一年级小学生在放学回家途

中被一男子砍杀!致
$

死
)

重伤"

全国信访工作专题会议
在湖北武汉召开
杨晶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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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记者王治国" 全国信访工作专题会议
(

日

在武汉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出席

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深

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有关部署%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推进信访工

作制度改革%创新思路方法%不断提高社会矛盾化解能力和水平$

杨晶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依法行政%加大整治行政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力度%健全完善重大决策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使

各级干部适应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

少信访问题发生(要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

位%坚持法定途径优先%健全完善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仲裁&行政诉讼

等方式有机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着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突

出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主持会议% 国务院副秘书长&

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作工作报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分管信访工作的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

加强调查研究 勇于改革创新
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郭声琨周强曹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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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

者王治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

日

在武汉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委书

记座谈会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

强调查研究% 勇于改革创新%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全面提升政法

工作法治化水平%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作出更大贡献$

孟建柱要求% 要深入学习&

深刻领会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

面贯彻落实全会确定的各项任

务 $要加强调查研究 %在联系实

际 &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上下功

夫$要按照先易后难&统筹兼顾&

依法有序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

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要坚持

党的领导 %遵循司法规律 %加快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

孟建柱强调%政法委员会是

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

要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

势%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要把握政治方向% 善于抓大事&

议大事%提高协调解决工作难题

的能力$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推

动工作% 创造公正司法环境$要

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做到既

接地气 &又有理想 %促进政法事

业长远发展$ 要加强队伍建设%

努力建设一支忠于党 & 忠于国

家 &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政法

队伍$

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

记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 %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央政法委委

员汪永清&耿惠昌&吴爱英&杜金

才 &王建平 &陈训秋出席会议并

讲话 $湖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鸿忠出席会议$

会上 % 各省区市政法委书

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学

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

政法工作&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发言$

))

月
(

日!全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主持并讲话$ 郝帆摄

李鸿忠张昌尔等谈深化平安建设工作

强化领导 源头预防 法治引领
本报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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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记者王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省

认真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注重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

设%全省
)%%-

的市州&

..-

的县市区达到了平安市&平安县标准$全省

综治工作连续
)%

年被中央综治委考评为"优秀#%全省社会公众安全

感&治安满意度&执法满意度连续多年保持上升势头$在
!

日召开的深

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张昌尔%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分别发言%回顾总结了湖北

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思路和实践$

"湖北省委坚持把平安建设作为基础性& 保障性& 前提性工程来

抓%不断强化各级党委&政府的职责担当%牢记首要之责%强化对平安

湖北建设的领导$#李鸿忠说%一是讲政治$省委强调%政法之政是政治

之政&执政之政&政权之政%保平安是地方党委政府对中央应尽的最大

政治责任$我们坚持把维护政治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放在平安建

设的首位%注重从政治上处理解决问题%坚决捍卫国家政治稳定和政

权安全$二是讲责任$我们把党委书记的岗位比作是"种全科农业责任

田#%把平安工作比作"主粮#作物%主粮不丰收&杂粮补不上%主粮丰歉

影响全局$ !下转第四版"

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深化平安中国建设
———全国各地创新开展平安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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