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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陕县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尉 李文璐）为了逃避法
院执行，王某在变卖查封的财产后举家出逃，
玩起了“躲猫猫”。天网恢恢，法网难逃，2年半
后的一天，正在储蓄所办理业务的王某被警方
抓获归案。

2010 年 6 月，王某和女婿白某开着拖拉机
到同村村民张某家的麦场拉草喂牛，热情的张
某前来帮忙，熟料帮忙过程中，张某不慎从拖
拉机上摔下身亡。意外发生后，村委会前来调
解，双方达成了王某赔偿张某家4万元的约定，
而王某只给 2 万元。2011 年 5 月，张某家将王
某起诉至法院，后经判决，王某需赔偿 16 万余
元，鉴于已支付2万元，剩余赔偿14万余元。

接到判决的王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
定。2012 年，法院先后两次对王某执行拘留，
2014年 9月，查封了王某的三亩烟叶。王某得
知后，偷偷将烟叶分批卖掉，所得钱款 3000 元
用于家庭开销。后王某无钱赔偿又加上执行
人员多次到家里执行，觉得在村里影响不好，
于是，举家外逃至陕西、灵宝、三门峡等地打
工，以此逃避法律责任。

日前，没钱花的王某前往洛宁县丈母娘家中
借钱，在邮政储蓄所办理手续时，银行工作人员
通过身份信息发现王某系网上逃犯，遂向公安机
关报警，王某被当场抓获。2月28日，王某陕县检
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批准逮捕。

下基层办实事 上水平见实效
陕县建立政法委机关干部平安联系点制度

本报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杨少恒）为
更好地发挥县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参与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的职能作用，推动和促进全县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根
据《2015 年陕县政法暨平安建设工作要点》，
陕县县委政法委决定，从今年开始深入开展
县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平安建设联系点建设，
重点帮助部分乡镇、村进一步加大平安建设
工作力度，着力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
安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狠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各项措施落
实，推动平安创建活动扎实开展，把联系点建

成“平安建设先进乡镇”、“平安建设先进村”
和平安创建活动达标单位，进一步提升全县
平安建设的整体水平。

深入开展县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平安建设
联系点活动，是县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参与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具体行动，也
是全县深入开展系列平安创建活动的实际需
要，对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社会建设、维护社
会稳定、加快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县委政法委机关副
科级以上实职领导每名干部联系一个乡镇的
平安建设，政法委机关每名一般干部联系一个

重点行政村的平安建设，每名机关干部到联系
点开展工作不少于 10 次，通过定期联系、信息
交流，加强与联系点的沟通，多为基层平安建设
提供服务，多为居民群众安居乐业办好实事，及
时向县政法委和综治办反映联系点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和平安建设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年终对联系帮扶情况作出书面总结。

为确保县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平安建设联系
点工作取得实效，陕县县委政法委把此项工作
列为机关干部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定期对联系
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对成绩突出的机关
干部进行表彰奖励。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少恒 李燕
妮）去年以来，陕县将视频监控设
施建设列为单位“一把手”工程，作
为平安建设的重要载体，按照“统
一规划、分步实施、分级负责、全面
覆盖、联网互通”的建设思路，通过
开展“三无小区”治理、城市技防监
控二期工程和“天网”工程，分步骤
开展技防监控建设，着力提升视频
监控覆盖面和联网互通能力，目
前，全县基本达到重点路段、重点
场所、重点部位监控全覆盖，全面
增强了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提升了
群众的安全感，在全省公众安全感
测评中较去年上升10个名次，位居
全省第16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陕县县委政法委组织政法各
部门针对城区无物业管理、无主管
部门、无人防物防技防的小区、院
落、城中村等广泛开展“三无小区”
专项治理，累计投入资金 380 余万
元，为城区 76 个零散小区、楼院全
部安装视频监控，全面提升路面防
控能力。同时，在城市技防建设二
期工程方面，聘请清华同方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规划设计，建立治安监
控点 57 个、治安卡口 8 个、电子警
察及红绿灯 15 个、社会资源 3600
余个、测速设备两套，投资 1000 余
万元。该县还加大“天网”工程建设
力度，全县13个乡镇和31家综治成
员单位积极行动，分别制订了各自
的实施方案，并通过了县方案审核
小组完成审批，工程投资总额450余
万元，目前已完成“天网”工程建设
任务，陕县基本全面建成无缝覆盖、
点面结合、上下互通的视频监控体
系，群众安全感将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少恒）连日
来，陕县县委政法委组织文化、公
安、工商等单位相继开展了“闪电1
号”、“闪电 2 号”、“闪电 3 号”专项
文化市场整治活动，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经营为，积极为全县青少年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

为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
作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去年以
来，陕县为全县56所中小学全部配
齐了法制副校长，经常性组织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该县由县综
治办牵头和统一部署，各成员单位
参与，每月开展两次以上全县范围
内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整顿行动，
大力整治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保
持“扫黄”、“打非”的高压态势，净
化文化市场，坚决减少杜绝违法违
规经营，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350
人次，警告违规网吧6家，销毁非法
图书 1600 余册，销毁非法光盘 300
余盘，查获非法摊点两家，收缴教
辅类报纸330余份，立案处罚两起，
为全县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了良
好的文化市场环境。此外，该县还
整合社会资源，积极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办实事、做好事，在服务中维
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把服务与思
想教育结合起来，消除了青少年违
法犯罪的潜在因素。

陕 县 县
委政法委领
导进村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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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县 县
委政法委在
街头组织开
展法治宣传
活动。黄建
波摄影报道

陕县法院执行局领导及执行干警下乡执行案件。 赵蕊萨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杨少恒）自 3 月
份以来，陕县县委政法委积极组织辖
区铁路沿线乡镇、综治委有关成员单
位，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爱路护路宣
传活动，为境内铁路安全运营和周边
治安稳定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外部环
境，确保了该县境内铁路安全运营。

陕县地处豫秦晋黄河金三角地
带，境内有陇海铁路 43 公里，郑西客
运专线 42.5 公里，沿途经过 8 个乡镇
32 个行政村 28 所学校，共有铁路桥
24 座，隧道、涵洞 93 个，沿线总人口
近 6.2 万人，铁路护路任务十分艰
巨。陕县县委政法委以提高公民安
全意识为主题，采取在铁路附近的村
镇设立护路宣传板、悬挂宣传横幅、
在村委会设立法制宣传栏、在村规民
约中加入爱路护路内容、制作创建平
安示范路段责任公示碑、公布乡镇政
府主管领导和辖区铁路公安部门的
电话号码等方式，宣传铁路护路有关
法律、法规知识，使爱路护路意识深
入人心、家喻户晓。活动开展以来陕
县共出动宣传车48台（次），刷写固定
标语960条，悬挂宣传横幅182条，办
宣传专栏240块，沿线28所学校共张
贴爱路护路宣传标语 280 条，每个学
校召开护路常识教育两个课时以上，
受教育学生共计 1.5 万余人次，极大
地提高了沿线青少年学生和广大群
众的爱路护路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杨少恒 李文璐）去年以
来，陕县以创建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为契机，
深入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全面进行“三无
小区”治理、扎实开展重点地区排查整治，持
续开展警灯闪烁城区巡防工程，进一步夯实
基层基础等工作，平安建设工作成绩斐然，有
效维护了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增强，为全县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提供坚固的安全屏障，为陕县各项
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

深入推进“天网”工程。该县投入 1000 多
万元在全县广泛开展视频监控改造升级和完
善工作，按照制订方案、审批把关、严格施工、
组织验收四个环节，认真实施。

全面进行“三无小区”专项治理。去年以
来陕县积极行动，把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
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治理工作摆上突出位
置，列为“一把手”工程，将其作为全年平安建
设的重要载体，强化措施，扎实推进。

深入开展重点地区排查整治。该县以

“大排查、大调处、大防范”为主题，进一步完
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
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坚持乡镇半月一排查，行
政村每周一排查，县直单位一月一排查的工
作方法，不断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建
设，加大工作力度。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该县民事村
办服务站按照“一站三室四项职能”的要求，
建成 100 个，其中高标准示范站50个。基层平
安创建工作不断深化，全县13个乡镇全部被命
名为平安乡镇，45个成员单位被命名为平安单
位，180个行政村被命名为平安村。同时，乡镇
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平台规范化建设也得到了加
强。

持续开展警灯闪烁城区巡防工程。该县在
西站及温塘等城区开展“警灯闪烁保平安”城区
夜间巡逻工作，共设立固定报警点16个，流动巡
逻线路3条，有效提高了群众的见警率，维护了
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进一步增强。

开展“闪电”专项行动
净化学校周边环境

处处有“千里眼”
时时有“顺风耳”

强化爱路护路意识
确保境内铁路安全

全力创建平安家园 让群众安居乐业

举家出逃“躲猫猫” 多年老赖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