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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文图

本报鹤壁讯 为有效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的发
生，打牢农村道路事故预防工
作，加大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
力度，提高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
意识。连日来，浚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乡村，积
极开展交通安全进农村活动。

活动中，民警采取发放宣传
材料和讲解交通安全常识的方
式，广泛宣传乘坐拖拉机、农用
车，骑乘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

盔、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行驶、酒
后驾驶、超员超载行驶等违法行
为的危害性，使农民朋友充分认
识到交通安全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引导他们自觉守法出行，告

别不文明交通行为，做一个知
法、懂法、守法的好村民。

在活动现场，民警通俗易懂
的讲解以及图文并茂的宣传方
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大
家积极主动参与交通安全知识
学习，气氛热烈而又融洽，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截至目前，此次活动共发放
宣传资料2万多份，接受群众咨
询3万人次，受教育人数达到7
万余人，提高了广大农村群众道
路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
力，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打下坚实基础。

落实学习制度。指挥中心全
体人员每周会召开一次学习会，学
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及县
局文件精神，学习接派警受理、文
明用语、快速处置、准确派警规范。

强化业务培训。分模块、分
类别，定期组织接处警规范处置

业务培训，按照《110接处警规范
化建设》要求，工作人员要做到
熟路形路况、熟警情案情、熟法
律法规，做到岗位知识“一口
清”，指令下达简要清晰、语气
温和、不急不躁。

完善引领机制。发挥奖励

制度引领激励作用，对表现优秀
的接警员和视频监控员给予奖
励，营造争先创优氛围，最大限
度激励斗志、提升积极性、凝心
聚力，努力防止和克服消极、厌
战等负面情绪，确保了接警员队
伍持续保持旺盛战斗力。

清丰县公安局实现新跨越
接处警工作多管齐下破解难题

□记者 谷武民 特约通讯员 安立军 赵立

核心提示 | 清丰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接处警工作，采取多项措施，破解接处警工作派警难瓶
颈，推动工作实现新跨越，110接处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协破盗抢案件150余起，打掉
犯罪团伙1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人，协破交通事故逃逸案件30余起，全年接处警二次回
访满意率达到100%，没有发生一起因接处警问题而引起的投诉。该局指挥中心荣立集体三等
功一次，3名同志荣获个人嘉奖。

领导重视，指导到位。薛洪
敏就任清丰县公安局局长以来，
多次到指挥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对指挥中心提出要求。

突出重点，补齐短板。针对

省厅、市局和县局的不满意警情
分别在绩效考评中扣除相应的
分值。引起了接处警单位的高
度重视，处警单位工作态度有了
很大的转变和提升。

联合督导，狠抓整改。由清
丰县指挥中心、法制大队、督察大
队组成联合督导组，每月对接处警
工作进行一次核查，下发整改通
知书，保证接处警工作快速、规范。

党委重视严要求 组织有力促提升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积极
沟通、协调，建立指挥中心派警
员、接警单位领导、出警民警三
方沟通协调机制，征求关于处警
单位领导派警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消除误解，争取理解，提升效
率。

建立警情回访机制。听民
声、解民忧、化民怨，通过警情回

访，加深与群众的联系，得到了
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2016年，清丰县公安局指挥
中心报警服务台共接警 78506
起,有效警 4200余起, 一次回
访满意率98%，二次回访满意率
达到了100%。

坚持警情研判机制。坚持
每周进行警情梳理研判，会商各

类警情研判重点和工作难点，整
理好视频资料，理清作案特征及
手法，为系列案件串并案提供线
索。2016 年，共梳理线索 365
条，串并案件40串200余起，协
破盗抢案件150余起，打掉犯罪
团伙1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
余人，协破交通事故逃逸案件30
余起，有力服务了公安实战。

建章立制破瓶颈 确保实效解民忧

科学管理抓学习 凝心聚力共发展

□记者 谷武民
特约通讯员 安立军 赵立

本报濮阳讯 近日，清丰县
公安局、中国人保保险公司的工
作人员，赶往清丰县马庄桥镇永
固集村许某家中，将其被盗电动
车赔偿款1000元交到他本人手
中。

清丰县公安局创新举措，牢
记宗旨，为群众购买电动车保
险，保障群众利益。清丰县公安
局成立了由县政法委、公安局负
责人为领导的治安保险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治安保险活动的领
导、组织和推进，在工作中周密

部署。县综治委将治安保险开
展情况纳入年度平安建设工作
考核，制定治安保险实施方案，
召开全县治安保险工作推进会
进行动员部署，公安、乡镇、畜
牧、保险、县直各单位迅速开展
工作。

他们坚持“政府出资、群众
受益、政策引导、多方联动”，坚
持“事前防范和事后补偿相结
合、便民利民和高效快捷相结
合”，全县缴纳保费70万元，由县
级财政负担。参保财产包括居
民的电动车、非规模化养殖的
牛、羊、猪等家畜，分别经公安、
畜牧打码登记后参保。

该县以解决侵财犯罪突出
问题为突破口，推行治安保险活
动，探索建立党政领导、综治协
调、财政保障、公安支撑、保险跟
进、多方联动、群众参与的平安
创建新模式，以小保险助力大平
安，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
的好评，群众安全感得到不断提
升。

据清丰县公安局政治处主
任赵立介绍，清丰县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治安保险”创建活动，电
动车打码工作已全面展开，打码
电动车已有15万余辆。有15辆
电动车被盗后启动了赔偿程序，
受损群众得到了实惠。

小保险 大平安

清丰县推行治安保险创新社会治理

服务三农，转变思路，
从商户、公职人员入手，寻
找与发现优质客户，逐户拜
访，上门宣传营销产品。商
户带动农户，在百姓需要资
金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
争做百姓后盾，第一时间出
现在需要帮助的地方。这
是淇县农村信用联社三农
事业部宏源分部自成立以
来，开展工作的首要目标和
前进动力。

淇县高村镇的臧先生
曾购买过一辆农用收割
机，由于机器老化，便于
2016年底将老式收割机变
卖，打算过年后再买台新
机器。

臧先生经过咨询，一台
新机器到手要 10 万元左
右，这样的高价格让他难以
接受。这可如何是好？

臧先生第一时间拨打
了三农事业部宏源分部张
经理的电话，张经理了解情
况后，工作人员决定上门拜
访。一个电话，一个约定，
三农事业部的工作人员只

为兑现一个承诺，留下一个
口碑，树立良好形象。张经
理一行如约来到了臧先生
家中，臧先生很是惊讶与感
激，他表示，互相之间都不
认识，也从未见过，很是感
动。

在了解核实了臧先生
的家庭状况和借款用途后，
经过调查，工作人员决定为
臧先生办理贷款手续，并让
客户签订征信查询授权书，
将贷款调查前移，提高放贷
效率。

“三农事业部宏源分部
不只是贷款的营销，而是通
过贷款的营销使得存款有
一个新台阶，使得存款更加
稳定。当百姓有困难需要
资金帮助和扶持的时候，第
一时间能想到我们，与我们
联系，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相关负责人介绍
称，只有真正为百姓做好
事、做实事，才能赢得老百
姓的口碑，获得民心，根深
蒂固扎根农村，实现“服务
三农”的宗旨。

一个约定 一份承诺 一次兑现

淇县农村信用联社
服务三农获民心
□记者 谷武民 特约通讯员 安立军

本报濮阳讯“在田间
浇灌作业，不要碰电线杆和
拉线，以防倒杆断线及地埋
线漏电，触电伤人。”3月14
日，濮阳供电公司岳村供电
所工作人员来到岳村镇南
田村，向广大农村客户普及
春耕用电知识，帮助农村客
户排忧解难，提供面对面的
高效优质供电服务。

当前，随着春季生产复
苏，濮阳公司岳村供电所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开辟了抗
旱用电“绿色通道”，现场办
理春灌业务，并对受理业务
进行延伸服务和跟踪回访，
以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春
耕春灌用电；成立隐患排查
小组24小时为农民提供用

电服务，对该村农灌变压器
及电力线路进行了用电检
查及消缺，维修更换了抽水
泵、刀闸、熔丝的排灌计量
装置，倾力为农村客户“春
耕春灌”保驾护航；他们主
动与当地乡镇沟通衔接，了
解春耕生产用电需求，对涉
及春耕生产的供电线路及
灌溉用电设备，隐患排查小
组反复进行巡视维护，为养
殖户、种粮户检修排灌站变
压器、线路，指导农村客户
正确安全地使用农业用电
设备，及时排除用电设备故
障和隐患，切实解决了农村
客户心中的难题，有效地满
足了农村客户春耕生产用
电需求。

濮阳供电公司

深入田间
为农民排忧解难
□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通讯员 程楠 麻锋杰

浚县：交通安全进农村

交警下乡宣传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