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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廖原/文图）
为保障春运期间人们出行安全，减少偷盗、抢
劫等一系列犯罪现象的发生，郑州市内 6区巡
防办充分发挥市政府配置的 1680辆巡逻电动
自行车在巡逻中灵巧、便捷、快速的优势，结合
各自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合理调配巡
防力量。截至目前，郑州市内 6区巡防共处置
各种险情65起，调解各种纠纷75次，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嫌疑人27人。

郑州市各区巡防办采取因地制宜原则，确
保充分发挥巡逻电动自行车在巡逻中的优
势，在辖区繁华地段及主要街道，安排驾乘巡
消电瓶车巡逻，在背街小巷和道路复杂地段，
安排巡防队员骑电动自行车巡逻。

二七区巡防队充分结合辖区实际，采取定
线巡逻和变线巡逻、徒步巡逻与机动巡逻相结
合的方式，加大辖区居民楼院、街头游园、背街小
巷的巡逻力度，形成了由巡消电瓶车、电动自行
车和徒步巡逻相结合的全方位防控体系，增加
了街面巡查密度，提高了群众见巡率。尤其是
巡逻电动自行车的投入使用，弥补了巡消电瓶
车与徒步巡逻的不足，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
巡防队员说，电动自行车驾驶方便、贴近群众，很
适合用于社区、集市、广场等复杂地段的巡逻和
走访工作，有利于巡防队员亲民、便民服务。在
社区和居民楼，巡防队员徒步巡逻，真正做到重
点地段和重点时段都有人巡逻，无论白天晚上、
大街小巷，处处都能看到巡防队员的身影，形成
治安防范无缝隙、全覆盖的交叉防控体系，切实
提高了群众的见巡率，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平
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原区巡防队电动自行车投入使用后，将
原有电动巡逻车重点安排在白班使用，并配合
徒步巡逻加大繁华地段、公交站点、居民楼院
的巡逻力度；夜晚以电动自行车巡逻为主，重

点加强背街小巷、无人看护楼院、案件高发区
域和地形复杂区域的巡逻力度，增加了巡逻密
度，提高了居民群众见巡率，减轻了偏远区域
徒步巡逻队员的工作量，进一步增强了社会防
控力度。

为更加明确电动自行车的管理、使用、维
护等方面的细节，管城区巡防队及时调整了巡
逻路线，增加巡逻班次，合理调配徒步巡逻、电
动自行车巡逻与巡消电瓶车巡逻相结合的巡
逻布局，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动巡逻优势，结合
辖区实际，进一步细化了《电动自行车管理规
定》。陇海马路巡防中队中队长刘志坤说：“电
动自行车投入使用后，巡逻防范反应快、覆盖
面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快速集结，提高了

应急处突的能力。”
上街区巡防队以电动自行车投入使用为

契机，进一步严明了队伍纪律，规范了电动自
行车的使用和管理，制定了《上街区电动自行
车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对电动自行车实行统
一编号，专人负责，要求队员在巡逻时必须做
到文明驾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自觉维护巡
防队伍形象。上街区巡防办主任李孟臻说：

“电动自行车投入使用后，形成了每条街道都
有人巡，每个社区都能快速到达，每个楼院都
有人防的全方位机动巡防局面，覆盖了全辖区
每个角落，为切实开展巡逻防范，处置各种火
灾险情，认真开展为民服务，处置应急突发事
件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郭录合 李艳杰
张瑞平）2012 年，郑州市监狱警务督察工作在省
司法厅年度警务督察综合考核中，以98分的成绩
名列地市监狱第一名、全省司法行政系统71个受
考核单位并列第五名的好成绩。

为保证督察人员的整体素质及业务能力，郑
州市监狱积极参加省厅警务督察业务培训，确保
专兼职督察人员全部持证上岗；重视加强督察人
员岗位练兵，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得到全面提
升，省司法厅警务督察简报先后采用该狱 6 篇督
察动态信息，并以较大篇幅转发了该狱警务督察
经验交流文章；全面落实省司法厅警务督察工作
意见，完善督察制度体系，严格遵循督察程序，重
视规范档案管理，注重创新督察形式，推动了督
察工作的规范运行和创新发展。同时该狱紧紧
围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基层基
础建设年活动、安全隐患百日排查整治活动和迎

“十八大”保监狱安全活动开展督察工作，与业务
部门密切协作，跟踪问效、回访落实，推动了四项
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

一年来，郑州市监狱警务督察紧紧围绕监狱
安全稳定大局开展工作，督促全体警察依法履
职、落实制度，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抓防范，
维护了制度的严肃性。2012年年初，该狱党委审
时度势，专题研究部署督务督察工作，规范警务
督察机构，加强对警务督察的组织领导，单设警
务督察办公室，充实警务督察队伍，调配急需的
督察装备器材，全力支持警务督察工作，保证了
该年度警务督察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2012 年
12月21日，郑州市监狱警务督察工作在省司法厅
年度警务督察综合考核中，以98分的成绩名列地
市监狱第一名、全省司法行政系统71个受考核单
位并列第五名的好成绩，该狱也因工作成绩突出
受到省司法厅警务督察委员会的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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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司振魁 孙书灵）近日，新郑市法院
举办女法官协会 2012 年年会。会
上，新郑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栋
希望女法官协会能够继续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
自身建设，实现管理规范化并且要
更加突出特色，营造女法官建功立
业的良好氛围。

郑州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机
关党委书记刘淑丽在会上说，要积
极发挥女法官自身优势和骨干作
用，继续保持女法官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的高尚品格，
注重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
利用自身热情、有爱心、细腻、善良
等优势，发挥法院工作“半边天”作
用，另外也要正确处理好工作和家
庭生活的关系。女法官工作和家务
担当量很大，要找准工作和家庭生
活的平衡点，调整好心态，实现工作
和家庭双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陈
国平）昨日，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获
悉，郑州市推荐的10个社区荣获民政
部 2012 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称号，其中城市社区7个：中原区绿东
村街道二砂一社区、新密市青屏街道
青峰社区、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康桥华
城社区、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康乐社
区、金水区人民路街道城北路社区、
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商业街社区、二七
区铭功路街道解放路社区；农村社区
3个：登封市徐庄镇裕刘新型社区、管
城回族区南曹乡野曹村、新郑市和庄
镇陶庄社区。

近年来，郑州市民政部门根据国
家减灾委修订下发的《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标准》，因地制宜制定了创
建工作方案和考评细则，组织开展防
灾减灾宣传进社区活动，不断完善防
灾减灾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社区综
合减灾建设，组织社区居民和驻区单
位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社区干部和
志愿者还经常深入居民家中，上门宣
传、传授避险和逃生技能，切实提高
了社区居民的减灾知识素养。

社区居委会建立健全组织，加强
领导，全面组织开展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的创建、运行、评估与改进工作，积
极组织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编制
社区灾害风险地图，制定社区综合灾
害应急救助预案，明确本社区老年
人、小孩、孕妇、病患者、伤残人员等
弱势群体的分布，落实对口帮扶救助
人员和措施。社区通过挂图展板、宣
传资料、咨询、有奖竞猜、分发《公众
防灾应急手册》等形式，组织居民参
加减灾、防灾、避灾、自救等活动，广
泛宣传防灾减灾知识。此外，郑州市
民政部门还结合社区地理位置和居
民居住分布情况，完善了急救、逃生、
照明等基本减灾设施，为社区灾害紧
急救助提供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书锋）靠在郑
州卖烧饼维持生计的卫某一家三
口，经过多年拼搏，通过中介终于
买到一套二手房，但拿到房产证后
迟迟住不进属于自己的房屋，因为
原房主拒不搬迁。近日，在郑州市
二七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新闻
媒体受邀进行现场监督下，郑州市
二七区法院对这起物权保护纠纷
案件进行强制搬迁。

从洛阳来到郑州的卫某一家
三口在郑州金海市场卖烧饼维持
生计。2011 年 4 月，卫某通过中介
购买到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一套
房屋，并取得由郑州市住房保障和
房地产管理局为其颁发的房屋所
有权证。取得该房屋合法手续后，
卫某多次要求原房主张某、田某搬
出该房屋，均被二人以各种理由拒
绝。无奈，卫某于 2012 年 9 月 6 日
向法院申请强制搬迁。在执行过
程中，法院执行人员依法向被执行
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张
某、田某书面保证于 2012 年 11 月
16日前自行搬出完毕。但是，到期
后，二人又以年老多病、租房子需
要时间等为由再次作出书面保证，
要求延期履行，并承诺一定自行搬
出，但实际上一直居住在该房屋
中。

目前，卫某卖烧饼的金海市场
已开始拆迁，一家三口无处居住，
只好临时在搭建的帐篷里度日，生
活也陷入困境。为切实维护申请
人卫某的合法权益，二七区法院执
行局邀请人大代表、社区干部、新
闻媒体现场监督，果断采取强制措
施，强制将被执行人张某、田某搬
迁至事先为其租赁的房屋内，卫某
一家三口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房屋。

（线索提供 马钦阁 李爽）

1680辆巡逻电动自行车巡逻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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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10个社区
成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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