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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性教育培训资源
1. 延安精神培训班
2. 井冈山精神培训班
3. 西柏坡精神培训班
4. 沂蒙精神培训班
5. 长征精神培训班
6. 大别山精神培训班
7. 红旗渠精神培训班
8. 焦裕禄精神培训班
9. 南水北调精神培训班
10. 党员先进群体教育培训班
11. 愚公移山精神培训班
二、京津冀方向：
1. 新形势下干部战略思维与领导力提升培训班
2. 特色旅游产业管理与创新培训班
3. 新形势下政府投融资专题培训班
4. 文化强国与文化产业发展培训班
5. 城市规划与管理培训班
6. 招商引资与投资环境建设培训班
7. 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培训班
8.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培训班
三、山东方向：
1. 工业经济专题培训班
2. 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班

3. 招商引资专题培训班
4. 非企业党建专题培训班
5. 组工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6. 人才工作者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7. 产业园区建设与产业集群发展培训班
8.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训班
9. 女性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10. 团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11. 党外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12. 纪检系统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13. 教育系统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14. 依法治国专题培训班
15. 机关党务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16. 乡镇、街道、社区干部专题培训班
四、江浙沪方向：
1. 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专题培训班
2. 党建专题培训班
3. 园区建设招商引资专题培训班
4. 智慧城市建设专题培训班
5. 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专题培训班
6. 美丽乡村建设专题培训班
7. 人才工作者培训班
8. 妇女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9. 人大代表专题培训班

10. 政协委员专题培训班
11. 财税系统专题培训班
12. 教育系统专题培训班
五、成渝方向：
1. 依法治国专题培训班
2. 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
3. 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培训班
4. 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专题培训班
5. 妇女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6. 招商引资专题培训班
7. 现代企业管理专题培训班
8. 社区干部培训班
六、福建方向：厦门、泉州、福州、古田
1. 领导干部赴厦门公共管理培训班
2. 优秀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能力提升”

专题（泉州、厦门）培训班
3.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综合能力提升（厦门）

专题培训班
4. 妇女干部能力提升（泉州、厦门）培训班
5. 组工干部能力提升（厦门）培训班
6. 教育系统教学管理干部岗位实践能力提升

培训班
7. 农业技术带头人（福州）培训班
七、广东方向：深圳、广州、珠海

1. 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2. 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培训班
3. 学习珠三角经济群发展建设培训班
4. 城市规划与管理培训班
5. 科技驱动产业转型与创新发展培训班
6. 文化创意产业专题培训班
7.金融经济创新专题培训班
8. 现代企业管理培训班
八、武汉方向：
1. 区域经济发展专题培训班
2. 基层党建专题培训班
3. 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培训班
4. 依法治国专题培训班
5. 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班
九、东北方向：吉林
1. 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2. 促进县域经济经济转型发展培训班
3. 加强国防教育知识专题培训班
4. 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

农业建设专题培训班
5. 乡镇、街道、社区干部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连日来，睢阳区人民检察院采取多种形
式，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该院干警纷纷表示，作为检察干警，更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推进检察事业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而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忘初心 点燃信心

该院采取视频直播、新媒体
宣传、制作微视频、党支部集中学
习、讨论交流、自学互学等方式，
引导干警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隆
重召开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好
报告中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
提法、新举措，努力营造浓厚的学
习氛围，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
头作用。

10月 31日，该院召开全体干
警大会。会上，党组书记、检察长
赵维冠传达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院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
依次上台发言畅谈学习体会。

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窦防
修说：“作为公诉部门的主管副职，我要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为抓手，在反渎、公诉部门干警中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强化

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世江说：“作为新时代

检察干警，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狠抓执法
办案，认真坚决贯彻落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体现在我们工作实际中，就是要坚
持公正廉洁、为民司法，办好每一起案件，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年底快到了，要挖掘办案
潜力，提高办案质效，全面冲刺年初制定的工作
目标。”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忠清说：“通过学习报
告，我觉得作为一名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纪检干
部更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执纪监督中，
坚持党性原则，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学习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简朴美德，在生活工作中牢
记共产党员的身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成为一名担当有为的纪
检人。”

创新思路 谋新作为

采访中，赵维冠告诉记者，就如何贯彻十九
大精神，院党组提出了“六点要求”：

要学思践悟报告，在政治定位上有新提升，
明确中国国情，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好检察工作；

要立足检察职能，在维护公平正义上有新业
绩，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每一起案件都让群众
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服从国家需要，在推进监察改革上有新姿
态，正确对待职能转隶，在党的领导下切实履行
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任务；

要顺应时代要求，在拓展服务职能上有新作
为，聚焦法律监督主业，拓展工作思路，提高监督
本领，在服务经济发展上有新成效；

要适应新的要求，在队伍建设上有新气象，
全院干警要严格按照党章党规要求，抓作风、抓
纪律，切实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检察队伍；

要围绕考评方案，在工作目标上有新突破，
各部门要在年前的时间里查漏补缺，不断改进工
作方式，提升工作效率，按照省院目标考核方案
切实提高全市排名位次，保证全院工作进入全市
一流方阵。

学习新思想、顺应新常态，探索新思路、谋求新
作为。“六点要求”，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干好检
察工作吹响了“集结号”，全院干警精神为之一振。

进帮扶村 送好声音

为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基层，宣讲到乡

村群众，该院结合“三·五”基层工作日和精准扶
贫工作，充分利用走基层的工作时间，了解群众，
服务群众，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10月30日，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维冠到
郭村镇高庄村，开展“三·五”基层工作日活动。

赵维冠首先参加了高庄村“两委”班子及全
体党员会议。十九大代表、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高
星领学了十九大报告精神。

赵维冠对高庄村全体党员提出了要求，要在
学习传达十九大精神上作好表率作用，利用多种
形式传达到位，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和行动都统
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要着力在提升高庄村
基层党支部建设上下功夫，根据十九大精神，明
确今后高庄村党支部建设的创新思路和具体要
求；要持续在土地流转工作上下功夫，加快农村
土地流转，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切实保证产业
致富得到实效；要在提升村民幸福指数上下功
夫，不仅要在鼓了群众腰包上发力，也要在富了
群众脑袋上下劲，确保群众能够从生活富裕到生
活幸福；要在加强企业联合，提升致富能力上下
功夫，要发挥正邦集团落户高庄的优势，使宏星
牧业和正邦集团做好联合，将高庄村建设成农业
现代化示范性村庄。

不忘初心再出发 开创发展新境界
——睢阳区人民检察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王 超 潘 露

睢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维冠为干警上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课。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12月 25日 10时至 2017年 12月 26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
公开拍卖河南省亮达皇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睢县城关镇世纪大道西侧皇都花园 6套房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
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5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12月 11日 10时至 2017年 12月 12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 ,公开拍卖商丘市神火大道西方域路帝景
南苑6号楼3单元1层102户住宅房。详细信息
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
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宁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185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

12 月 25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
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民主东路中州路东民安
小区1号楼3单元2层南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1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

12月 4日 10时至 2018年 2月 1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70/08），公开变卖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航海东路24号4号楼4单元1号，建筑面积

为 177.5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9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变卖梅赛德斯-奔驰牌豫NJ0917小

型普通客车。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郜法官

联系电话：1383702668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