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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脚板，让辖区更安宁

特刊│15

“一村（格）一警”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本报记者 刘海涛 王斌
本报通讯员 张波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砥砺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全省广

大民辅警倾情护航发展，助力中原更加
出彩的十年。

十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忠实践行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训词精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执法、
为平安尽力，在系列大考中向党和人民
交出了合格答卷。

护航大局 展现担当作为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
发展和人民福祉。9月 29日，记者来到
位于淅川县陶岔村的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枢纽，恰遇淅川县公安局陶岔派出所
民警在渠边巡逻。自2014年开闸放水
以来，陶岔派出所直接服务、专职保卫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枢纽，全力以赴守护
着渠首重点区域的绝对安全。

“守护清水北上是我们的重大责
任，我们会时刻守护，不辱使命！”民警
们话语铿锵。

“以‘黄河行动’为载体，我们不断
健全完善‘河长+警长’工作机制，持续
打造警政、警民‘治水共同体’，全力服
务保障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及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省公安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六稳”“六保”，锚定“两个确
保”、服务“十大战略”，河南公安机关坚
持围绕大局研究谋划推进公安工作，在
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在融入大局

中提升工作质效。
打赢系列安保硬仗。从庆祝建党

100周年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郑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到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郑州主会场……河南公安机关始终
扛稳扛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职责，做好
重大活动期间的安保工作。

服务保障防汛救灾。面对 2021年
极端强降雨，省公安厅启动高等级勤
务，动员民辅警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救
助群众、交通疏导等工作。

护航企业促进发展。扎实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活动，全省
1.4万名民警分包联系1.6万家企业，立
足公安职能，架起警企“连心桥”。

人民至上 彰显为民情怀

金水路是郑州市区的交通主干道，
今年入夏以来，路上的警察更多了，警
灯闪烁的警车、穿梭在车流中的公安铁
骑，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安全感。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河南公安机
关迅速行动，坚持严字当头、重拳出击，
推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向
纵深开展，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到警察在
实干、平安在身边。

平安不平安，群众最有发言权。河
南公安机关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打防结合、服务为本、综
合施策，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可持续。

抓好严打严防严控。什么违法犯
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违法犯罪，什么
治安问题集中就着力解决什么治安问
题，以“雷霆行动”为牵引，严厉打击盗

抢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持续
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平安创建 贡献公安力量

太康县老冢镇大沃张村张某营与
张某兵因宅基地排水问题，邻里矛盾持
续多年，今年 9月，老冢派出所民警召
集双方当事人、村委会干部、网格员共
同参与调解，最终双方同意各让一步，
一场积怨就此烟消云散。

“把派出所工作全方位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之中，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做好工
作，既有利于派出所主责主业的落实，
也有助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更好维护
社会平安稳定。”老冢派出所副所长刘
记道出心中感触。

近年来，河南公安大抓基层基础，
持续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全面提
升公安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
和水平。

夯实筑牢基层基础。持续深化“一
村（格）一警”，优化派出所职责权限，让
派出所最大限度将精力投入服务群众、
基础防控等工作，集中精力办好群众身
边的“小案”“小事”。

化解矛盾促和谐。结合“百万警进千
万家”活动，积极开展“三零”平安创建等活
动，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
态。今年上半年，全省公安机关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8.86万件，化解率96.76%。

警民携手联动共治。抓好群防群
治，组建7.69万个治保会、5.6万支专兼
职巡逻队，建立“一村（格）一警一连”联
动机制，最大限度融合汇集基层治理力
量，社会治理更加有效，基层政权更加
稳固。③7

□河南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郑磊

“一村（格）一警”机制是平安建设

的有力抓手，是一条符合河南实际、行

之有效，且能够解决突出治安问题的新

路子。

有利于巩固基层政权。以“ 一村

（格）一警”机制下的“两任”为例，社区

民警进入村（居）“两委”班子后，能够充

分利用公安民警和村（居）干部的双重

身份，参与党的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社

会治理，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

定提供强大保障。

有利于构建融洽的警民关系。作

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之一，

社区民辅警身穿制式服装，工作在大街

小巷、田间地头，搭建起党委政府和人

民群众最坚实、最紧密的桥梁纽带，构

建起融洽的警民关系，切实提高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有利于夯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一村（格）一警”机制为公安基层提供

了一系列警务资源和保障。我省通过

“警务室标准化建设”“一村（格）一警+

品牌工程”等一系列制度、机制，极大缓

解了长期困扰公安基层基础建设的人、

财、物短缺难题，取得了工作实效。

有利于提升群防群治效能。“一村

（格）一警”机制持续推进警务重心下

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不断强化群防

群治和常态化走访工作，破解了长期以

来群众无人组织发动、公安机关“单打

独斗”的难题。通过组织动员、培训宣

传等方式，社区网格员、保安、快递小哥

等群防群治力量在治安隐患排查、矛盾

纠纷化解、平安守护联防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践行了“警力有限、民力无

穷”的社区警务思想。③4

（本报记者 王斌 整理）

““豫豫””见藏蓝见藏蓝
守护民安

坚守路面，用行动赢得认可

2022年 10月 11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赵若郡 李晓星
美编 王伟宾

□虞城县公安局
城关派出所所长 张磊

派 出 所 是 平 安 建 设 的 前 沿 阵

地，10 年来，我所在的城关派出所发

生了很大变化。

城 关 派 出 所 辖 区 有 12 个 居 委

会，实际管理人口 10万多人。为了做

好管理工作，我们花了不少心思。“科

技+脚板”是我们的工作诀窍。

从 2012 年到现在，我们不断完

善升级辖区的治安防控网络，目前

已经达到了整个辖区无死角。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运用，让

我们的执法办案效能大幅提升。

依靠脚板，“一村（格）一警”的

力量得到充分发挥。民警们走村入

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宣传防范电

信诈骗的相关知识。同时，加强巡

逻力量。除了白天的常态化巡逻之

外，从晚上 8 点到次日凌晨，以车巡

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部位、背

街小巷等开展巡逻，力争减少辖区

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

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一

方面，利用网络平台，建了物业群、保

安群等，让这些“群”成为联防联控的

新阵地；另一方面，发动辖区居民、物

业工作人员、保安等积极参与，增强

社会治安力量。

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带来的变

化也很明显：

治安状况持续向好，接警量明

显下降，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现象很

少见了，群众无论是早上锻炼还是

晚上休闲，都是一种安然自得的状

态。

矛盾纠纷化解更加及时规范。

形成了一套多方参与、行之有效的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将矛盾纠

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群众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热情在提高。他们积极参

与社区巡逻、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③5

（本报记者 王斌 整理）

□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市中队中队长 刘刚

交警工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

为确保群众出行平安，我和我的同

事们一直在努力，而这些年公安交

管领域的一些变化和进步，也让我

感到自豪与欣慰。

首先，执法更加人性化。比如，

机动车违停，在以前就是直接处罚

了事，而现在，对首次违停者，我们

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不再进行处

罚。

其次，执法更加智能化。得益

于硬件设备的改造升级，现在，我们

可以按照路面智能抓拍系统上报的

车辆信息，提前获知路面上的哪辆

车存在交通违规违法行为，从而开

展精准排查；同时，我们指挥大厅的

智慧大屏上可以实时显示城区主要

路口的交通情况，为我们科学布警、

快速反应提供保障。

再次，服务理念大提升。最突

出的表现就是我们从 2018 年开始设

置护学岗。每到上下学的时候，总

能看到我的同事们在城区的中小学

校门口疏导交通，护送学生们安全

过马路，刮风下雨，从未缺席。学校

门口严重的交通堵塞不见了，交通

状况大为改观。每次执勤时听到群

众说“有了这个护学岗，孩子们上下

学我们放心多了”，大家就觉得自己

的工作很有价值。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我们为危

重病人开辟的“生命通道”。每次拉响

警笛为病人的生命争分夺秒时，我们

的内心总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现

在，群众对公安的信任感大大增强，遇

到紧急情况需要警车开道，他们会第

一时间拨打 110 求助，我们用实际行

动赢得了群众的认可。③8

（本报记者 王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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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党员突击队走进辖区一线，常态化巡逻助民。⑨4 徐刚 摄

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走进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教育。⑨4 乔元舒 摄

建立“一村（格）一警一连”联动机制

组建7.69万个治保会

5.6万支专兼职巡逻队

今年上半年

全省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86万件
化解率9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