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
刘满仓在三门峡
市委副书记、市
长赵海燕，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
委书记易树学，
市 政 府 党 组 成
员、市公安局局
长 王 峰 的 陪 同
下，到故县社区
警务室检查指导
工作。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小洪在三门峡市委书记杨树平，市委副书记郭绍伟，市政
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王峰的陪同下，到湖滨区黄北社区检查平安建设工作。

公安民警向企业职工发放安全防范知
识资料

站位全局统筹兼顾
用系统论指导工作

AA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三门峡市

公安如何实现提速发展，并铸就自身的鲜明特色？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三门峡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公安局局长王峰。

王峰说，三门峡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实现科学
协调快速发展，得益于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
厅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全市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全体
民警的辛勤付出，也得益于市公安局党委打破传统
思维，坚持新的理念来指导和统领公安工作。

王峰说，三门峡市公安局党委注重理念创新，强
化顶层设计，成功将系统论思维引入公安工作、指导
工作开展，确保打击、防范、管理和服务之间相互依
存、相辅相成。三门峡市公安局抓住了公安工作的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突出“打击常态
化、防范社会化、执法规范化”的工作重点，确定了

“政治稳定、治安稳定、队伍稳定，党委政府放心、人
民群众满意”的总体目标，从而把全市民警思想统一
到一个方向，把行动凝聚到同一步调上来，最终实现
了根基稳固、主业突出、品牌彰显的良好效果。

改变运动式打击习惯
树立常态化打击理念

BB
一组镜头在记者眼前定格：
镜头一：3月31日，在接到人员失踪的报警警情

后，陕县公安局 6 天内接连快速侦破了发生在观音
堂和西张村的“3·26”、“3·31”两起重大现行命案；

镜头二：12月14日，渑池“11·13”故意杀人案经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夜以继日攻坚，成功告破，全市
18起新发命案全部破获。

这样的镜头和画面在三门峡公安民警的记忆中
还有许多。三门峡市公安局坚持破“大案”与“小
案”并重，提出“命案发一破一的信心不能丢，打击

‘两抢一盗’的口号更要叫响”；同时，牢牢把握公安
信息化发展方向，突出情报导侦、信息引领，提升了
打击刑事犯罪工作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效能。

在刑事侦查支队采访时，支队长孙永民深有感
触地说：“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公安局大力推进打击
常态化新理念，实现了综合打击效能前所未有的显
著提升。”

三门峡市公安局提出的打击常态化，即破除以
往运动式、阶段式开展打击专项行动的短期行为，把
打击职责融入日常工作，从而真正回归到公安主业，
确保打击工作实现质与量的同步增长。

从数字说变化

落实防范社会化 筑牢群防群治根基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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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建刚 特约记者 郭东方 通讯员 赵磐 王峰/文图

记者手记
三门峡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三门峡市已连续13

年荣获全省“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市”称号，并被授予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的最高荣誉“长安杯”；今天，黄河岸边，如期而至的白天
鹅又为这座城市增添祥和之色。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三门峡市良好社会治安的
背后，凝聚着一届又一届领导和政法干警年复一年的辛勤付出。三
门峡公安正是始终秉承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作风，才不断推进公安
工作实现新的攀升。我们相信，在推进“法治河南”、“法治三门峡”进
程中，三门峡公安一定能作出新的贡献，创造出新的业绩。

守好河南西大门、维护好黄河明珠三门峡的平安祥和，是我和三门
峡公安的骄傲和荣光，更是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在推进“法治公安”
建设征程中，创新求实是实现公安工作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提升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激发公安队伍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三门峡公安将始
终坚定走求真务实、创新发展之路，突出“打击常态化、防范社会化、执法
规范化”工作重点，忠诚履职，善做善成，确保政治稳定、治安稳定、队伍
稳定，真正让党委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三门峡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 王峰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三门峡
市公安局，虽然室外已是寒风萧
瑟，然而在采访中，呈现在记者面
前的一组组数字，却如拂面春风，
令人心生暖意：在全省公布的上
半年群众安全感调查中，三门峡
市群众安全感由去年的第五位上
升到全省的第三位，群众对公安
机关执法工作满意度也由第五位
上升到全省第四位；今年以来，全
市 18 起现行命案全部破获，现行
命案发案率同比下降 33%；全局
提请逮捕数、提起公诉数提升幅
度居全省第一位；1 至 11 月全省
公安机关绩效考评排名中，三门
峡跻身全省前 4 位；自 6 月份以
来，全市 110 接处警服务满意率
连续实现 100%；今年以来，三门
峡道路交通含连霍高速三门峡段
没有发生一起死亡 3 人以上的重
大交通事故，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18.6% ；新发信访事项同比下降
42.4%，民警轻微违纪案件同比下
降 47.7%。

在三门峡市湖滨区典型的城中村师家渠村，商户宋老板欣
喜地告诉记者：“这里的人住得乱，以前不好管；现在好了，到处
都是公安部门安装的监控探头，把小偷都吓跑了！”

三门峡市公安局崤山分局代局长王晓向记者介绍，今年推
行的“满天星”高清智能监控系统，已安装插卡式摄录一体室内
机 1600 余个，在治安管理中起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的效
果。崤山分局还推出“平安三门峡崤山”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
间将辖区案件嫌疑人视频截图通过微信平台向社会发布，借助
群众力量开展“全民网上追捕”活动。今年以来，崤山分局从视
频监控截取的犯罪嫌疑人入手，直接抓获 41 名违法犯罪嫌疑
人，城中村发案率保持平稳，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变迁。其实，
这仅仅是三门峡市公安局开展防范社会化、“天网工程”项目活
动的一个缩影。

三门峡市公安局提出的防范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发动社会各部门参与，建立起“党政主导、综治牵头、公
安为主、社会参与”的格局，真正将防范工作由公安行为升格为
党委政府意志，从而有效解决影响社会治安防控的源头性、根
本性和基础性问题。

三门峡市公安局深入调研，从影响全市社会治安的源头

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入手，确定了以“三无小区”治理、“天
网工程”建设、重点人员管控、智能卡口等为内容的 10个防范社
会化项目，实施立项推进。

在治安、消防、交通安全管理方面，三门峡市公安局充分依靠
党委领导，善借善用政府多部门之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
受益、谁负责”的职责原则，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起了层层负
责、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危爆物品整治、智能交通暨“压事故、保
畅通”、消防“清火患、保平安”等立项项目有效推进。

2014 年以来，三门峡市作为全省危爆物品使用大市，危爆
物品实现“不打响、不炸响、不丢失、不被盗”；交警部门抓住道
路交通安全三年综合整治工作契机，借势蓄力，强化源头管控，
消除安全隐患，强化联动协作，全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经济损失四项指数同比下降 18.6%、28.6%、22.9%、28.2%；
消防安全管理平稳有序，全年无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公安消防
支队“生死线上的铁军劲旅”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全省成功
举行；监所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看守所被公安部授予

“五化建设”先进示范单位称号，医疗社会化、深挖犯罪在全省
创出典范，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小洪到三门峡调研期间给
予高度评价。

强化执法规范化意识 完善精细化考评机制DD
记者走进三门峡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大厅，赫然映入眼帘

的是张榜公示的全局各执法办案单位和民警执法质量与信访
案件考评通报表，上面以红色和黑色标注出各个单位考核排
名前列和靠后的民警姓名。同期，各执法单位的“红黑榜”在
各基层单位显著位置对外公示，全局和本单位执法质量考评
先进和后进民警的名单一目了然。这是三门峡市公安局大力
推进执法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具体举措。

三门峡市公安局从建章立制入手，制定了《案件线索内部
移交工作规范》、《案件审核审批规定》等 11 项执法规范，同时
建立完善了考评到民警个人的执法考评体系，确立了执法质量
考评“五个一律”主导思想：所有的执法行为一律纳入考评范
围；所有的执法民警一律考评排序；所有警种、部门一律参与考
评；所有的考评一律一个标准；所有的奖惩措施一律兑现。目
前，该局执法规范化氛围日益浓厚，全体执法民警均取得基本

级执法资格，高级执法资格考试通过率位居全省前列；今年 11
月，陕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公安机关执法
示范单位”。

为加快执法办案环境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三门峡市
公安局投资 900 万元进行执法功能区系统升级改造，全面完成
了全市执法一线单位办案中心、警务室、讯（询）问室等功能区
系统建设。渑池县公安局斥资 400 余万元，先后建设了办证中
心、办案中心、值班中心和图像中心。渑池县公安局办案中心
整合了全局的办案资源，按照办案流程设置了登记室、人身安
全检查室、信息采集室、案情研判室、视频控制室等功能室和 8
个讯问室、5 个询问室，实现了集约用警，确保了民警办案效率
和办案质量。该模式被省公安厅列为全省推广模式。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王小洪在渑池县公安局调研指导公安工作时，
对该局办案中心模式予以肯定。

治理信访案件源头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EE
今年9月9日局长接访日，市民张某向三门峡市公安局

局长王峰反映，今年2月份他的孩子被故意伤害后，案件很
快侦破并抓获了其中4名犯罪嫌疑人，但民事赔偿因两名
余犯未到案迟迟没到位。王峰全面了解情况后，责成湖滨
分局全力抓捕未到案的两名嫌疑人，并尽力把受害群众的
伤害和损失降到最低。一周后，湖滨分局即反馈逃犯全部
到案，两周内就将涉案人员移交审查起诉，民事赔偿也达成
协议，信访人张某愉快地填写了停访息诉书。

9月下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正民接待了两位来自济
源的70多岁的老人。老人为讨要60余万元欠款，到法院
起诉未果，无奈向公安机关报称被合同诈骗。尽管此案
不构成刑事案件，但为了让老人找到出路和救济途径，李
正民积极答疑解惑，办案单位重启调查程序，开发商自知
理亏，遂主动签订了还款协议。事后，两位老人打电话给
三门峡市公安局，一再表示感谢。

在市公安局信访处，处长张俊萍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三门峡市新发涉警信访案件98起，与去年170起同比下降
了42.4%；上级交办涉及公安机关的321件信访案件全部办
结，办结率100%，息诉294件，息诉率91.5%。10月份以来，
实现每月仅发生1起新发信访事项的最好纪录。这一喜人
变化的背后，源于三门峡市公安局今年以来推行的一系
列信访新举措。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公安局在全市公安
机关推进信访案件“一案一档”制度，实施“对信访案件多
发单位主要领导约谈”及“新发信访案件主办民警周例会
说明”两项规定，对引发信访案件民警和责任单位领导实
行“双排名”、“双公示”、“上挂轮训”三种举措。

升华宣传格局 深化警民情谊FF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公安局联合移动、联通公司，累计向全市手机用户发出了

2000万余条关于防火、防盗、防骗、保畅通短信，在全市制作悬挂2000余条宣传条
幅标语，每日还通过“平安三门峡”官方微博、微信发布 5到 10条安全防范信息和
预警通报，累计发布各类微信、微博讯息10万余条；在各类新闻媒体上刊登新闻宣
传稿件5000余篇，营造了浓厚公安舆论氛围。

三门峡市公安局创新宣传引导理念和方式方法，站在维护稳定和谐社会的大
局来抓宣传，真正让宣传出平安，出民意，出警力，全年没有发生重大涉警舆情和
不良炒作事件。三门峡市公安局通过警务公开、阳光警务，减少群众对公安机关
的神秘感，增加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知情权；在推出30条便民利民新举措、开通
绿色通道时，通过新闻媒体和网上平台、微博微信等加大宣传力度；并以召开警民
恳谈会、述职会等宣传模式，有效搭建起和谐警民关系的“连心桥”，深化了警民鱼
水情谊。

为企业保驾护航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GG
三门峡市公安局全力服务全市重点企业发展，进一步加强警企协作，开通

了企业举报投诉“绿色通道”，启动了涉企案件快侦快结、全程打击工作机制，
定期深入企业宣传法律法规，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在打击涉企犯罪、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该局相继开展了打击假冒伪劣犯罪、打击涉农制假售假犯
罪等专项行动，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500 余万元。

三门峡市公安局向全市作出“四零”承诺，即对违法犯罪“零容忍”，着力创造稳
定和谐的治安环境；服务群众“零门槛”，着力创造宽松优越的服务环境；服务企业

“零距离”，着力创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环境；执法过程“零差错”，着力创造公平正义
的法治环境。全市公安窗口单位在显著位置公布 24 小时监督举报电话 110、
12389、96119，实行群众满意度当场评价制度，户籍等窗口单位群众满意率为

99.8%。
省委书记郭庚茂带领全省各地市委书记集中

观摩“中金”重点项目时，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党
委书记宋鑫高度赞誉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扎实高效、
雷厉风行、主动服务的工作作风，并表示“通过三门
峡公安机关务实服务经济建设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可以看出河南的投资环境是很好的”。

如何走出公安队伍管理“一人有病，大家吃药”
的传统怪圈？三门峡市公安局另辟蹊径，尝试将逆
向思维运用于队伍管理中，变传统的“评先进”为

“评后进”，由此抓住了队伍管理的“牛鼻子”。今年
5月，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违法违纪问题预防管理办
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以每季度为周期，突出“测评”、

“帮助”、“管理”三个环节，把在编民警和文职文员、
工勤人员及辅警全部纳入预防管理对象，把执法不
作为、乱作为，执法能力素质低下的、有违犯“三项纪
律”苗头等 5 大类 16 小类行为列为违法违纪预防管
理范畴，对队伍中有违法违纪苗头人员进行测评并
纳入重点管理。

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队伍违法违纪问题预防
管理办法的施行，得到了基层单位和广大民警的积
极参与和响应。湖滨分局局长张恩义向记者讲述，
在该分局的民主测评中，一些中层领导和带“长”民
警从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出发，充分领会市公
安局党委的意图，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填上测评表，
自觉将自身纳入单位重点管理对象。

这个办法施行半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各类举报
投诉明显下降，民警违法违纪案事件明显减少，同比
下降47.7%。同时，三门峡市公安局充分发挥先进人
物典型引领作用，以身边人、身边事感染和引领民
警，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氛围日渐浓厚，公安队伍
管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HH 逆向思维管理队伍
预防民警违法违纪

公安民警上门为辖区居民提供服务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落实双基双治双安 深化平安河南建设”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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