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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奋力谱写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孟凡景

初冬时节，田野的空气中已有

几分寒意。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

村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里依

然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几十名村民

将新采的食用菌等各类农产品装

箱，准备运往各大城市。马庄桥镇

党委书记师敬川说：“以前开会，台

下吵成一片，现在秩序老好了，为

啥，大伙都忙着致富奔小康哩，即

使有点儿矛盾在家门口的综治中

心就解决了。”

赵家村的华丽转身，是濮阳市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濮阳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加快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和突

破口，以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奋力谱写基层社会治理新篇章。

公众安全感、执法满意度、综合考

评成绩，濮阳市连续 6年位居全省

前列，2017年荣获“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优秀市”。良好的社会治

安环境已成为濮阳市对外开放的

一块“金字招牌”，是人民群众心中

最美的风景。

在濮阳市开发区综治中心群众接待大厅，
昆吾街道办事处益民社区居民李女士满脸兴奋
地告诉记者，没有想到，之前曾到市里反映过的
小区物业配置问题，很快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李女士居住的是一个独栋楼老旧小区，原来是
职工的单位雇人管理，随着小区职工逐渐搬离，
物业成了“没人管”，给小区居民的生活带来极
大不便。开发区综治中心受理后，很快协调办
事处、公安、房产等部门，帮助小区成立了业主
委员会，建立了党支部，配备了保安，安装了监
控，小区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变。

近年来，濮阳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基础的
鲜明导向，注重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健全机
制、形成合力上下功夫，从基层最小单元、最小
细胞抓起，搭建好基层综治中心平台，充分发
挥其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筑牢社会和谐稳定
的根基。

2016年，濮阳市作为全省试点，率先完成
乡村两级综治中心建设任务。2018年，清丰

在全省建成第一家高标准县级综治中心。
2019年，按照“抓乡带村促县”的思路，濮阳市
对乡村两级综治中心进行整体规范提升。按
照有场所、有人员、有制度、有信息平台，有一
套运行机制的“五有标准”，全力推进县级综治
中心建设，目前共建成县级综治中心7个，乡级
综治中心91个，村级综治中心2952个。着力
抓好基层政法单位建设，开展“枫桥派出所”创
建等活动，建设好基层派出所、社区警务站、司
法所、人民法庭等基层政法单位。在此基础
上，推进综治中心对各基层政法单位、行业部
门的资源力量整合，使基层力量由“五个指头”
握成“一个拳头”，更好地发挥了综治中心“基
层指挥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8月31日，清丰县古城乡后张六村吴某在
河北香河县务工时遇难，家属情绪非常激烈。
网格员王金铭排查发现后，立即将信息上报，
县乡村三级迅速作出反应，派人去事发地协
调，受害人家属最终得到赔偿金40万元，化解

了一个不稳定因素。
全科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做实

做强基层综治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濮阳市以清丰
县为试点，在全省率先实施全科网格服务管
理，全市共划分网格 16385个，配备专兼职网
格员1.8万余名。依托综治中心，建立网格信
息管理平台，推动资源整合，实现一体化运
作，形成“一村一网格员、一警官、一矛调员、
一治安员、一法律顾问”模式，实现社会服务
管理触角向末端的有效延伸。

清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岳洪波说，清
丰将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通过
推行“六个一”工作法，即统一管理“一条
线”、网格划分“一张网”、人员配备“一盘
棋”、资源调配“一股绳”、任务部署“一张单”，
针对网格员收集的信息，第一时间响应，第一
时间处置，用“小网格”撑起社会治理“大平
安”。

10月 28日，是清丰县委书记冯向军接访
日，在县综治中心信访接待大厅，来访群众寥
寥。冯向军颇有感触地说：“过去接访，群众
排着队等，现在越来越少了，这主要归功于我
们推行‘二纵二横’工作法，把矛盾防患于未
然，化解在基层。”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就地化解”。近年来，濮阳市认真学习践行

“枫桥经验”，在过去“1+3+N”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工作经验基础上，以清丰为试点，推
行“二纵二横”工作法，推进了各类矛盾问题
在基层的就地化解。

“二纵”，就是由过去在县乡级解决矛盾
为主，变成在村级解决矛盾。在每个村居（社

区）配备专职矛调员，成立调解协会，充分发
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大部分矛盾化解在了
萌芽。“由过去等访等矛盾，变成到村找访找
矛盾”。专职网格员既是信息员，也是矛盾调
解员。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积极作用，他们
每天在村工作4个小时，及时发现各类矛盾纠
纷，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第一时间上
报乡级综治中心。“二横”，是在县、乡镇层
面。在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建立“访诉调”无
缝对接机制，充分发挥矛盾调处室职能，信访
人员、法官、专职调解员以及专业性调解组织
融合联动，及时对来访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
进行化解解决，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清丰县高堡乡的王先生的烦心事近日得

到了圆满解决，就得益于濮阳市访诉调对接
机制的建立和推行。“2万元鸡饲料钱，欠了好
几年，县访诉调对接中心的工作人员两天就
给要回来了，我一分钱没花。”为表达谢意，王
先生专门向清丰县访诉调对接中心赠送了一
面锦旗。

在化解矛盾过程中，濮阳市还注重培树
金牌、银牌、铜牌调解员，推出“老董调解室”

“老陈调解室”“老李调解室”等一批品牌调解
室，总结推广“老骆调解五法”“老张调解十
招”“老郭调解三字经”等调解经验，组织民间
志愿者队伍参与进来，确保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近三年来全市每年调解率达到
98%以上。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才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
序。

南乐县是河南省的“北大门”，位于冀鲁豫
三省交界处，12个乡镇中有 8个与河北、山东
接壤。在这里，社会治理更不能单纯依靠政府
来包办一切。千口镇张庄集村、樊村等6个村
庄是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联防区，如今，这些村
庄充分发扬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武联防”传
统，不断完善治安防控方式方法，探索建立了

“武联防”治安防范模式，有效防范了各类违法
犯罪。在城关镇西街关村，成立村民议事会，
建立了法律服务团，坚持民事民议、民事民管、
民事民办，原来的治安乱村变成了现在的模范
村，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案事件。

作为全市自治法治德治试点县，南乐县坚

持三治融合，积极探索，相继推出了平安驿站、
智慧小镇、“四网”合一等值得借鉴的做法，解决
了一大批棘手的社会矛盾和问题。2018年，南
乐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两项指数”在全
省157个县区中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五。

11月22日，在华龙区联华广场前，一名群
众推着童车散步，她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上有

‘满天星’（视频监控），下有‘遍地红’（治安员
队伍），出门逛街办事心里感觉更踏实了。”

建立群众治安员队伍，用群防群治“微治
理”构筑平安“大格局”，是今年濮阳市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濮
阳市已建立了 22.4 万人的群众治安员队伍，
统一佩戴“红袖标”，统一管理，参与社会治安
防范，用无限民力弥补有限警力。群众信息
员队伍建立以来，共上报有效信息 3200 余

条，制止违法行为69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17名。华龙区社区民警郭爱玲说：“我手机
里治安员信息不断，大家热情很高，给我们工
作提供了很大方便，他们就是咱濮阳版的‘朝
阳群众’。”

濮阳市坚持党建引领，推动自治法治德
治深度融合。以自治为基础，组建群众治安
员队伍、夕阳红义务巡防队、平安志愿者等民
间治安队伍，全面推行群防群治，搭建群众议
事便捷平台，开展党员“双报到、双服务”活
动，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以法治为保障，实施

“律师进基层，服务全覆盖”工程，签约律师
457名、法律服务工作者 604名，引导群众依
法处理矛盾和问题。以德治为引领，充分挖
掘清丰孝道文化等濮阳特色传统文化，以居
民和善、家庭和睦促村居和谐。

清丰县马庄桥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耐
心为群众服务

驻村民警通过调解成功化解一起民事纠纷

治安员在街头向群众了解治安情况

科技支撑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9月 10日 11时 20分，一阵警报声在范
县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响起，原来是被布控
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新区惠民花园小区门口
时，“人脸识别”系统自动发出预警。值班人
员迅速指令就近警力出警核实，并通过现场
及周边视频监控进行实时追踪，6分钟后，将
正在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成功抓
获，当场追回电动车一辆。后经视频串并和
审讯，成功打掉一跨省盗窃犯罪团伙。

近年来，范县大力加强“雪亮工程”建
设，在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的基础上，在全
市率先探索建立“人脸识别”系统，实现视频
监控由静态向动态的升级。范县公安局政

委白雪飞说：“相比过去的探头，现
在的更加科技化、智能化。以

前破案，犯罪嫌疑人逃到
哪里，警察追到哪里，费
时费力费钱，现在坐在
办公室都可以直接破
案。”

在 范 县 濮 城 镇
视频监控中心，平台
显示濮城镇视频监控
探头达到了530个，平
均每个村达到 13 个，

无论调取该镇任何地方，
视频监控都像一双双雪亮

的眼睛，守护着群众的平安。
濮城镇党委书记刘灿营说，“雪亮

工程”建设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对
群众安全有利，对经济发展有利，过去搞产
业，群众怕偷怕破坏，现在好了，安全放心。

说起濮阳近几年的变化，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王海雨感受深切：“濮阳是经济欠发达
地区，范县、台前是国家级贫困县，濮阳县是
省级贫困县，全市沿黄滩区乡镇数占近三分
之一。但是，近年来，濮阳市始终坚持科技
创新，强化信息支撑，持续推进以‘雪亮工
程’建设为龙头的政法智能化建设，提升了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记者采访了解到，濮阳市“雪亮工程”建
设一直走在全省前列，2014年 4月全省视频
监控建设现场会在濮阳市召开，2018 年 1
月，濮阳市被确定为全国“雪亮工程”重点支
持城市。濮阳市连续三年把“雪亮工程”建
设纳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事，在过去投入的
基础上，再投 4.69亿元，全市探头总数达到
9.2万个，实现“三级平台、四级联网、高清探
头全覆盖”，建成环濮、环城区、环各县“三级
防控圈”，完成“关门、把口、扫盲、拓展、补
漏、加密”目标任务。一个个探头已成为打
击犯罪、城市管理、民用搜救、环境监督、人
口管理的“火眼金睛”。三年来，全市利用视
频监控实时跟踪动态警情 5166起，发现处
置各类案件 912 起，抓获现行犯罪嫌疑人
784名。

依托“雪亮工程”信息平台，濮阳市以清
丰县为试点，推进市县乡三级综治信息平台
建设，打造了“9+x”功能信息模块，整合社
会治安、民生服务、社区网格、党建信息等方
面内容，建立大数据中心，加强对重点人群、
重点区域的分类管理，实现社会数据与公安
数据有效对接整合，提升了公共安全管理水
平。在此基础上，濮阳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
宗旨，坚持打、防、管、建并重，着力构建立体
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织密视频防
控网、社会面治安防控网、城乡社区村庄治
安防控网、重点领域治安防控网、信息网络
防控网、源头安全防控网“六张网”，连续三
年实现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破案
数同比上升的目标。

风劲正是扬帆时，乘势而起书华章。
濮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天阳表示，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濮阳政法系统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制度
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奋力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濮阳，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增添靓丽
的濮阳色彩！

三治融合 汇聚社会治理合力

多元解纷 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强基固本 夯实社会治理根基

▲濮阳龙城广场
▶范县“雪亮工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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