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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法院官方微信

本报讯（通讯员张永刚）9
月18日，解放区法院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对标
先进典型重温初心、感悟初
心、践行初心，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赵玉军为全体党员上
专题党课。

赵玉军结合自己的学习认
识和体会，为全体党员上了题
为《自我拷问，学思悟行，树
立党员应有的样子》的专题党
课。党课围绕是什么力量让李
庆军将自己无私奉献给了祖国
和人民、你的入党动机是什
么、入党以后干什么、共产党
人的气味是什么等问题，深入

浅出地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讲规矩，用行动体现信仰的力
量，争做李庆军式的好党员、
好法官。

赵玉军强调，每名党员必
须明白担当就是责任，尽责就
是担当，坚决克服“不作为”

“乱作为”“不挑担”，以“等
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
的危机感和“争一流”的使命
感，善于在作风纪律上“扣扣
子”、勇于在责任履行上“担担
子”、勤于在工作落实上“钉钉
子”，树立起共产党员应有的形
象。

解放区法院

“一把手”主题党日讲党课

本报讯（通讯员张俊杰）9
月19日下午，山阳区法院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动员会，山阳区委第九巡回
指导组组长孔德荣到会指导。

会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教
育片《初心从未改变》，第二党
支部优秀党员、民事审判庭法
官助理惠亚培作为党员代表进
行发言。随后，在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朱战利的带领下，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朱战利指出，开展主题教
育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
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
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
务的迫切需要，要通过检视反

思、整改提升，进一步提高司
法质效和司法公信力，进一步
提升法官队伍素质。全院干警
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化认识，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
部 署 上 来 。 要 切 实 把 “ 学 、
研、查、改”贯穿主题教育全
过程，使队伍的思想、作风、
精神、干劲都有明显的提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时
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山阳
区法院党组和全体党员干部要
高度重视，将高标准树立起
来、严要求落实下去，扛起主
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精心
组织实施，确保山阳区法院主
题教育不偏、不空、不虚，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山阳区法院

重温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使命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莉莉）
近日，武陟县法院组织开展了
9月份主题党日活动，该院3个
党支部分别围绕“领悟初心使
命 坚定理想信念”这一主题
开展交流学习。

活动现场，各支部党员干警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
后，全体党员深入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重要讲
话、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各支部还向当月过政治
生日的党员送贺卡、送寄语，
勉励他们时刻牢记党的宗旨，
永葆党员先进性。

结合此次主题教育学习精
神，该院各党支部围绕“初心是
什么、使命干什么、奋斗比什

么”开展集中学习交流，广大党
员干警结合工作实际和自身实
际，谈感想、谈心得、谈体会。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年颖
指出，作为一名法院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践行好初心和使命
就要求每位法院干警从点滴做
起，自觉开好每个庭、做好每
个调解、制作好每份裁判文
书，努力提高办案效率。结合
法院实际工作，年颖强调，要
切实做到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
效为衡量标准，在思想灵魂里
必须去掉一个“私”字，在检
视问题上必须做到一个“准”
字，在工作方法上必须始终坚
持一个“改”字。

武陟县法院

领悟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讯（通讯员崔淑萍）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9 月 29 日下
午，孟州市法院举办“守初
心 担 使 命 学 典 型 树 新
风”主题演讲比赛。

比赛中，来自该院各部门
的 15 名参赛选手紧扣演讲主
题、立足本职工作，以质朴的
语言、真挚的感情，讲述了在
法院工作中的所思所想，充分
展示了法院青年干警积极进
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青
春力量，诠释了他们执法为民
的初心、公正司法的决心。

选手声情并茂、慷慨激
昂，或讴歌中国梦，或感触身
边的小故事，或深情讲述自己
的工作心得，尽情畅谈对祖国
的热爱和自豪，表达对党、司
法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无限感情。

经过近 2 个小时的角逐，

共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 、 三 等 奖 3 名 、 优 秀 奖 4
名。此次演讲比赛展现了孟州
市法院干警真抓实干、富有激
情的精神风貌，激发了干警积
极进取、创先争优的热情，进
一步增强了全院干警“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丰富了法院文化建设的
内涵。

孟州市法院

举办“守初心 担使命 学典型 树新风”
主题演讲比赛

市中级法院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升旗仪式。 程 萌 摄

➡市中级法院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
署会。 郑 军 摄

⬆市中级法院组织干警学习李庆军先进事
迹。 郑 军 摄

⬆市中级法院召开“面对
面”双向评析会。

郑 军 摄

本报记者 郭嘉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市中级法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周密部署，将主题教育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相结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突出
法院特色，通过积极开展动员部署、学习
先进典型、提升审判质效研讨等活动，有
力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动员部署 开展学习研讨

市中级法院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及时传达有关学习精
神，确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实施方案和工作安排，迅速推动主题教
育工作展开，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
地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9月18日，市中级法院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市中级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玉杰要求全体干警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努力实现“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
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具体目标，统筹推进四项重点措
施，推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有机融合、贯穿始终，以更
高标准推动主题教育有序开展。要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主题教育同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
同各项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同市委正在抓
的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同做好本部门本单
位主要工作结合起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切实把影响
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干部队伍存在的突
出问题解决好，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进
步，使队伍的思想、作风、精神、干劲都
有明显的提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9 月 24 日上
午，在字字铿锵的入党誓词中，市中级法
院开启了为期两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广大
党员干部紧密围绕“牢记使命宗旨、勇于
担当作为”的主题内容，结合《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
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
资料》等书籍，自选学习篇目，做好自学
工作，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
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目的。9
月25日，市中级法院邀请了河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省委宣讲团成员马莉为全院党员
干警作专题讲座，解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集中学习研讨会上，市中级法院
特邀请市第九巡回指导组组长李福顺，成
员王菲、李丽明到会指导，中心组成员和
各支部书记围绕“牢记使命宗旨、勇于担
当作为”主题，结合法院实际和自身工
作，进行了发言讨论。

典型引领 掀起学习热潮

为充分发挥身边典型的引领作用，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9月份以来，全市
法院将深度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与当
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紧密结合起来，把李庆军精神作为开展主
题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座谈会、研讨
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
动、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在全市法院持续
掀起了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的热潮。

李玉杰要求全市法院把学习李庆军同
志先进事迹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法院的各项工作中，切实做到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务求实
效。

市中级法院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上开设了“向李庆军同志学习”专栏，连
续刊载，持续学习，营造浓厚氛围。员额
法官、中层正职以上人员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积极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并通过一
系列的谈体会、说感想，找差距、定目
标、鼓干劲、促提升。

全市法院开展了争创活动，选取近几
年涌现出的一批先进典型，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明晰作为一名法官的初心和使命。
市中级法院每个庭室通过周例会、支部集
中学习讨论、干警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
深入开展学习李庆军同志先进事迹活动，
并对中层正职以下的干警进行心得体会的
评比活动，做到人人谈感想、全员都参
与、人人有收获。

真抓实干 提升业务素质

在开展主题教育工作中，全市法院坚
持以提升审判质效为中心，结合法院工作
实际，检视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转化
为推进法院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

9 月 9 日，市中级法院首次召开全市
法院发改案件“面对面”双向评析会，以
逐案剖析点评的方式进一步规范发改案件
的监督与管理，该项举措为全省首创。会
议对山阳区法院5起发改案件进行了逐案
评析。评析现场，发改案件一审、二审承
办法官厘清了案件事实，讲明了办案思
路，针对发改理由及对方答辩意见充分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

为统一全市法院裁判尺度，杜绝随意
发改现象，加强案件质量管理，市中级法
院专门出台了《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对发改案件实行“面对面”双向评析的暂
行办法》，规定基层法院承办法官对市中
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案件自查后认为有
异议的，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
认为有异议的，可向市中级法院提请进行

“面对面”双向评析。
“发改案件是衡量案件质量的主要指

标，也是基层一线办案法官反应最迫切的
问题之一。对发改案件进行‘面对面’双
向评析，既能找到案件质量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的放矢进行解决，又可以统一司法
理念和裁判标准，解决‘同案不同判’的
问题，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又使一二审
法官互相学习、加深沟通、共同提高业务
能力。”李玉杰说。

为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市中级法院
实施了“三升三降”公信力提升工程——
提高案件质量、提高服判息诉率、提高
群众满意度，降低发改率、降低再审审
查率、降低案访比，出台了 《焦作市中
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3+4+5”案件评查
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对拟发改的
案件，二审承办法官要先向主管院长备
案审查，必要时应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
究讨论；发回重审或改判前，要充分听
取基层法院在审理中对事实认定、证据
采信、法律适用的依据与思路，沟通交
流情况要有记录，并由基层法院承办法
官签字，装入案件副卷备查。“面对面”
双向评析，即是对“3+4+5”案件评查监

督机制的延伸和完善，它不仅是审判理
念交流的平台，也是法官展示自我风采
的舞台，能对全市法院的类案审判产生
指导效果。

此外，为不断提升法院司法决策、管
理和审判能力，密切法学理论与实务联
系，9月20日，市中级法院联合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举办了首届“怀川司法论坛”
专题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市法院的8位法
官围绕“‘三升三降’、提升审判质效”

“建立健全诉源治理、多元化解机制”两
大议题进行了主题阐述；来自上海大
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湖
北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河南理工大
学的 10 余名法学专家教授围绕小额诉讼
制度分析、民事一审“事实审”中存在
的问题，诉源治理机制建设的路径探索
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深入研究探讨。“怀川司法论坛”作为
焦作地区首届司法论坛，紧扣司法改革
前沿，又紧密联系法院工作实际，在全
市法院营造出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
浓厚氛围，对司法实践起到了较好的指导
作用。

补足精神之“钙”奋进伟大时代
——焦作法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