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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风采展示系列报道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维
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据介绍，郑州烈士陵园社会管理
创新工作始终坚持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
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
稳定等方面下功夫，并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以来，郑州烈士陵园积极改善为
民服务条件，规划设置了停车位和交通标
志，安排人员疏导交通，增设了人性化便民
服务设施，在大门口和业务科室设立便民
服务点，配备了便民服务车、轮椅、雨伞、急
救箱、打气筒、饮用开水、休息长椅、报纸栏
等，为来园群众解决急难问题，做好服务，
赢得社会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时，按照郑
州市平安办统一要求，根据单位实际，该园
及时成立了创新社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调整了班子成员分工，实行“一岗
双责”，制定年度责任目标和首问负责制
度，细化分解各项任务，增强带头严格执行
党纪法规和各项制度的自觉性，形成了党
支部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科室各负其
责、依靠职工支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长效
工作机制。研究制定考核考评实施细则、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制度，建

立科学的规范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年度
工作任务进行量化细化，使社会管理工作
人人有责，个个担责，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并对管理工作周周有检查，月月有考核，按
网格化管理制度，抓好责任追究，公平实施
奖惩，确保各项工作不留死角，落到实处。

该烈士陵园还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
伍。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积极组织服
务队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卫生保洁、
义务献血、接待讲解等活动。今年以来，
共组织单位平安建设青年志愿服务活动6
次，参与人员达 180余人次。陵园主要领
导带领志愿者主动到困难职工、困难群
众、帮扶村和烈士亲属家里进行走访慰
问，热心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受到
社会群众一致赞扬。

今年以来，郑州烈士陵园在上级的正
确领导和大力支持关心下，加强平安建设
和单位全面建设，通过不断完善组织机
制，强化内部管理，严格各项工作制度，落
实平安建设长效责任目标，采取有力措
施，使陵园安全环境进一步优化，服务质
量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层次进一步
提升，有力地促进了自身工作，为郑州都
市区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安
全技能交流，定期组织单位人员参加各级
组织的综合治理、消防技能方面的学习培
训，定期邀请相关单位治安及消防专家进
行相关业务指导及业务培训。每年的“11·
9”消防宣传日来临之际，该站均邀请消防
专家传授消防安全常识，实地指导消防演
练，通过不同形式的学习教育，极大地提高
了全站人员的消防意识和安防技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单位条件的不
断改善，该站非常注重安全建设硬件设施
的完善，每年投入相应资金购置新设备，更
换旧器材。在主要地段、重要目标，安装了
消防报警设施、人员监控等设备，注重提高

安全工作的技防效能。同时，切实提高人
防措施，该站办公区域实行 24小时值班制
度、每周安全检查制度，没有出现漏岗、缺
岗，误事、误文、误会的情况；按照规定加强
了对公用车辆的管理力度，落实出车审批、
油耗统计等制度。随着制度的落实，防火、
防盗、防抢等措施得到加强，消除了不安全
因素。多年来，该站没有发生违规违纪的
人和事，没有发生火灾、车辆等事故。

在日常保障工作中，郑州市军人接待转
运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创新工
作理念，探索军转、军供保障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现代化途径，主动作为，锐意改革，树
立了军转、军供系统良好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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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服务部队意识
提升军事供应水平

——郑州市军人接待转运站创建平安建设
先进单位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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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实际 夯实根基
努力打造平安陵园
——郑州烈士陵园平安建设工作纪实

郑州市军人接待转运站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负
责保障郑州辖区平战时入伍新兵、退伍老兵、民兵预备役的转运
接待和食宿。近年来，郑州市军转站以创建平安单位为载体，以
完成军人接待转运为己任，以过往军人满意为目标，始终坚持

“为部队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将平安创建活动有机融
入各项工作，为构建和谐郑州作出积极贡献。该单位2013年被
评为“省级文明单位”，连续多年被郑州市评为“民政工作先进单
位”，2013年被评为“河南省信访先进单位”及“全市民政系统纪
检监察先进集体”，2012年被评为“平安建设示范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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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郑州烈士陵园始终坚持以“单位内部稳定、
治安状况良好、工作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为目标，注重
加强对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各项工作，
为构建和谐郑州，促进陵园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治安环境。2013年先后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评为

“爱国拥军模范单位”，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评为“河南省党史
教育示范基地”，被郑州市人社局、民政局评为“市民政工作
先进单位”。

建立平安长效机制

今年以来，郑州烈士陵园党支部把
平安建设工作作为推动单位各项工作的
根本动力，成立了以烈士陵园一把手为
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郑州烈士陵园平安建设领导小
组，建立了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配备专
职人员及先进的办公设备，明确了工作
职责和任务，制订了郑州烈士陵园平安
建设工作计划和预防处置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完善了各类平安建设工作档案。
同时，严格落实平安建设工作责任制，建

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坚持落实“一岗
双责”、首问负责、责任查究等工作制度，
逐步完善了考核奖惩机制，细化分解各
项任务，增强带头严格执行党纪法规和
各项制度的自觉性，坚持把平安建设和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同其他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同检查、同考评，形成了党支部
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科室各负其
责、依靠职工支持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
有力推动了该园平安建设各项工作的全
面落实。

筑牢平安和谐根基
为切实保障好清明节祭扫活动，郑州

烈士陵园就参观群众的安全秩序保障、车
辆停放、安全保卫力量协调等工作进行了
认真部署。加强清明节期间的安全防范
工作，认真做好清明节期间的值班安排，
加强日常值班巡逻和门卫检查工作，积极
组织开展矛盾排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大检查行动，认真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和不
稳定因素，切实消除事故苗头和安全隐
患，临时开放北院两个大型停车场，认真
做好祭扫车辆的疏导和祭扫活动的秩序
维护工作。重点做好对消防、医务工作人
员车辆准备，入园人员、车辆的例行安全

检查和便民服务站等安全服务保障。
同时，认真做好“双节”、“两会”和

清明节期间的值班安排，加强单位内部
及单位周边的治安联防工作和单位内
部值班值守，加强昼夜 24小时巡逻，在搞
好服务接待的同时，加强对入园人员的
检查登记，按照《郑州烈士陵园清明节期
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组织演练，提
高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能力，加强了安
全巡查和与辖区治安部门及市局的沟通
协调、联防联治、信息报送工作，主动与
辖区民警、治安力量沟通联系，形成并
保持良好的联防联动工作关系。

坚持社会管理创新

责任重大任务保障彰显实力
郑州市军人接待转运站始建于 1950

年，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需要，是地方政
府支援过往军队的组织机构，重点担负郑
州市辖区内部队公路、航空和兵员复补
军事运输军供保障任务。该站建立 60 余
年来共接待转运了现役、复退军人数百
万人，年均 5 至 6 万人，2013 年接待转运
67381 人次，安排就餐 12274人次，诊治病
号 568 人次。安全、保密、高效的新老兵
运输工作为郑州市“双拥模范城”、“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9年 8月,该站参加了济南军区“跨

越-2009”军事演习的保障工作，与郑州市军
供站联合在京港澳高速K699公里处设立临
时军供站，成功为一个建制团队补充饮用水
和2000公斤蔬菜、水果。2010年10月，在连
霍高速郑州北服务区，为参加“铁拳行动”实
兵检验性演习的某高炮团补充了150箱矿泉
水、190箱方便面、180箱水果和 50箱火腿
肠。2014年6月参与保障了“跨越—2014·朱
日和”演习，在封丘高速服务区搭建临时军供
站，为3350名官兵提供了餐饮、物资保障。
一次次大型军事供应任务面前，彰显了保障
实力，是让部队放心的军供保障单位。

打牢物质基础 谋求科学发展
按照《军用饮食供应站供水站管理办

法》、《军用饮食供应工作正规化建设规定》
和《交通沿线军事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工
作规定》的要求和未来战争的需要，郑州市
军人接待转运站在场地、设备、人员构成、
专业素质等方面与实战要求还存在不小的
差距，站领导班子重新规划了军人服务中
心二期项目。2010 年开始筹建郑州市军
人服务中心二期工程，属郑州市重大项

目。总投资 2.5亿元，全部自筹，项目占地
11109.977平方米，建筑面积 75034.45平方
米，2014年 12月中旬主体竣工，预计 2015
年 7月投入使用，可一次性保障 1200人的
餐饮供应和 200人的住宿需求。地下近 1
万平方米的生产、停放区可满足不同型号
各类机械设备的停放，郑州地区军事供应
保障和新老兵接待转运能力将得到显著提
升。

加强班子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
为加强领导班子政治思想建设，该站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精神，
有效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坚持学以致用，注重实效，通过学
习实践活动，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
养和水平，达到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
题、创新机制体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郑州市军人接待转运站按照“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紧密围
绕为民务实清廉的主要内容，聚焦“四风”
突出问题，扎扎实实完成了学习教育、听取

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
立制 3个环节的工作任务，使党员干部职
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改变了作风，
提高了效率。

强化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培
训，注重班组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该
站利用每周三学习时间，组织广大干部职
工学习党的丰功伟绩，先后组织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公务员常用礼
仪》、《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情绪管理》等
课程，拓宽了视野，提高了认识，增强了队
伍整体素质，班组建设得到加强。

加强技能培训确保平安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