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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刘 涛）
2015年，内乡县根据省、市综治基层基础暨基
层平安创建安排部署，以争创全省平安建设
先进县、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为目标，以定期量化考评为抓手，以“三无
村”创建活动为载体，以加强综治基层基础
建设为保障，全面落实各项创建措施，全县
没有发生敌对势力分裂破坏活动、暴力恐怖
事件及重特大刑事治安案件，没有发生有重
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赴京进省集体上访案
件，确保了全县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持
续平稳。上半年该县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
意度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十九位，比去年上
升了 53个位次，前半年全力做好了召开全省
平安建设现场筹备有关工作，确保现场会顺
利圆满召开。

严打严防，常抓不懈，安全感逐年提升。
打防结合是保民安的有效手段。一是强打
击。今年以来，在县委政法委的精心指导下，
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司法局密切
配合，加大打击力度，先后组织开展了“打盗
抢、防暴恐、保平安”、“平安你我他--百日会
战”、“天网行动”、“吸毒人员大收戒”，夏季严
打、秋冬季严打、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打击

“两抢一盗”、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等专项行动，
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583 起，查处各类治安
案件14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3人，逮捕
283 人，起诉 468 人，5 起命案全部破获，内乡
公安工作绩效整体考评位居全市第一，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逐步提升，今年有望实现全省
平安建设先进县八连冠目标。二是技防建设
进行升级联网。今年该县投资 600 余万元，
对县监控中心进行升级改造，16个乡镇投资
1000余万元对技防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县、
乡镇、部分村监控平台与市级联网对接，村级
新安装监控探头 386 个，全县重点部位技防
覆盖率达100%。加强乡镇、村两级技防的管
理和维护，乡镇、村共投入维护资金 186 万
元，对损坏的监控探头进行维修，确保乡镇、
村技防设施正常发挥作用。同时，督促指导
乡镇监控中心配齐了3名技防监控员，村（社
区）明确了 2 名技防管理员，乡镇、村健全完
善了管理制度，县综治办、公安局组织经常暗
访督查，对 5 个乡镇、21 个村进行了通报批
评，增强了乡镇、村管好、用好技防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今年通过技防设施侦破各类刑事
案件 289 起，查处治安事件 680 件，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嫌疑人 400多人。三是治安巡防实
行网格化巡防机制。去年，县委、政府研究，
通过公开选拔方式，从退休军人、大中专毕业
生中共公开选拔 100 名专业巡逻队员，县财
政把巡逻队员工资、服装、巡逻器械纳入预
算，统一由县公安局管理。县公安局根据城
区分布情况，实行网格化治安巡防机制，在城
区，依据10条主干道、22条次干道，划分10大

防控区，每个防控区有一名副科级干警带队，
配有5—6名民警和8—10名巡逻队员开展巡
逻。同时，充分发挥城关镇和湍东镇党委、政
府的作用，把 10 个防控区划分成 40 个责任
区，依托村、居委会开展治安防范。16个乡镇
建立了15人的专业治安联防队，295个村（社
区）成立了打更巡逻督察队，3335个村民小组
每晚有 3 名义务巡逻队员在辖区巡逻，经济
基础好的村、组，实行有偿打更巡逻，经济基
础差的，实行义务打更巡逻，在偏远的山区
村，通过出让集体荒山、荒坡、河道，筹措打更
巡逻经费，确保全县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每
晚有3人以上的义务巡逻队坚持巡逻。

部门联动，强力整治，增强社会治安防控
能力。一是县综治委协调公安局、工商局、文
化局、教体局等有关部门持续组织开展了打
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整治网吧经营环境、整治
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活动，共清理学校周边摊
点21家，依法查处违规经营网吧8家，查扣电
脑等上网工具12台（套），下发整改通知书12
份。二是扎实开展打击“黄赌毒”专项行动。
在深入摸排的基础上，县综治委组织公安、工
商等单位，先后出动警力 100 余名、车辆 85
台，采取多频次、不定时方式，清查宾馆、招待
所、游戏厅、洗浴、KTV、茶楼、棋牌室等场所
80余家，重点清查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先后查获赌博、卖淫嫖娼违法人员3名，下发
重点部位治安隐患整改通知书 13份，整改隐
患 11处，取得了初步效果。三是扎实开展社
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以治安、消
防和各派出所等警种为主，全面开展对重点
部位和重点行业特别是金融网点、医院、学
校、重点工程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督促整
改各类不安全隐患，指导完善人防、物防、技
防措施。今年以来，共组织对重点部位、重点
行业集中整治18次，查出消防隐患216处，下
发整改通知书 211 份，查处治安防范措施落
实不到位单位18个，重点整治地区4个，督促
26个单位新安装、加装监控探头228个，督促
9个乡镇、52个村新安装、加装探头178个，目

前全县重点部位技防覆盖率达 100%。三是
加强特殊人群管理。对戒毒康复人员、社区
矫正对象、刑满释放人员、精神病人、闲散青
少年、流浪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
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人员，以县委文件印
发了管理意见，明确主管单位和各级管控教
育责任，摸清底子，逐级建立台账，签订管控
责任书，由所在乡镇、村（社区）、学校、单位落
实教育和防范措施，确保了重点人员底数清、
情况明、教育好、管控住。四是认真组织开展
危化物品、易燃易爆物品及寄递物流企业清
理整治专项行动。10 月 26 日上午召开全县
动员部署会，成立 5 个整治工作队、1 个督察
组，迅速开展安全检查活动，做到每半月对加
油站进行一次拉网式大排查，目前共查出隐
患 166 条，当场整改 42 条，下发执法文书 82
份，督促限期整治。从有关单位、乡镇抽调副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分包 19家重点企业，全面
清查安全隐患，共查处涉及危化品非法、违法
生产经营企业 9 家（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岗石
加工企业 5 家、硫酸储存企业 1 家、非法加油
站1家），落实了限期整改、停业、拆除等处理
措施。聘请 5 名技术专家对全县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易燃易爆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
了隐患排查治理活动，查出隐患 37 处，目前
全部整改得到位。五是全面落实反恐“滤网”
行动计划任务，筑牢安全防线。成立了以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樊牛同志为组长、公安、
交通、工商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反恐怖领
导小组，制定专门方案，突出“一屏、三环、三
点”防控体系建设，即在马山口镇、王店镇、
灌涨镇与镇平接壤处路口安装监控设施，筑
起一道安全屏障，实现对人、车、物的有效管
控，“三环”指城区环围圈、出入县城视屏监
控圈、该县与周边外县接壤处视频监控圈，

“三点”指出入县城口设立智能卡口和巡防
点，在内乡高速口、出入内乡国道口、省道口
设立智能卡点或监控点，在进入各乡镇区域
主要路口设立智能卡口或监控点，形成全方
位安全防线。

建立平台，规范运行，有效化解各类社会
矛盾。一是规范建设。按照省、市要求，该县
不断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心软硬件
建设，通过召开现场会、暗防督查等形式，16
个乡镇落实了领导机构和专职人员，办公房
舍、牌子、版面、桌凳、档案柜（盒）、标牌、电
话、电脑高标准统一配备到位，建立实行了联
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工作机
制，实行一个窗口接待，一站式服务，集中化
解各类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今年以来，乡镇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心、村调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工作室共接待群众咨询 1176人次，
解决各类问题 1142 起。二是注重实效。今
年以来，内乡县深化“个、十、百、千、万”创建
活动实效，加强县、乡镇、村（社区）、组四级调
解网络建设。“个”，即每个乡镇、每个单位、每
个村（社区）成立一个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
和办公室，在十大行业、系统成立专业调委

会，在 16,个乡镇明确 100 名专职调解员，在
295 个村（社区）明确 1000 名专职调解员，在
3335 个村民小组明确 10000 名义务调解员。
对调处的每起纠纷，县、乡镇给予适当的经济
奖励，进一步激发了矛盾纠纷调解员队伍的
动力和活力。三是加强行业调解组织建设。
在卫生、交通、人劳 13 个行业性调解组织聘
请了106名专职调解员，县里设立300万元奖
励基金，对调处的每起纠纷，给予 50—80 元
的补助，今年十大行业调解组织共调处行业
性纠纷 218起。四是健全制度。建立实行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村周例会、乡镇和县直
单位半月例会、县中心月例会制度，今年对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问题解决不及时、处理不
到位，导致发生赴京集体访或非访的、民转刑
案事件的 8 个单位、2 个乡镇的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进行了责任追究，对 6 个乡镇进行了
通报评，对1个乡镇进行了重点管理，去年全
县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1492 起，调处 1476
起，调成率达97%，为建设平安和谐内乡夯实
了基础。

齐抓共管，夯实基础，提升基层平安创建
水平。为了夯实平安内乡创建基础，我们在
齐抓共管方面下功夫，在实现小安上做文章，
有效巩固和提升了全县平安建设的水平和质
量。坚持开展“平安乡镇”、”平安单位“、“平
安景区”、“平安企业”、”平安校园”、平安村、
平安社区、平安楼院、“平安家庭”、“三无村”
等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县综治委 58个成员单
位分包 16个乡镇、联系 295个行政村,定期到
乡镇了解情况，分析治安形势，帮助乡镇指导
开展基层平安创建工作，特别是在“三无村”
（即行政村、社区本年度内无刑事案件和重大
治安案件发生，无县以上含县集体上访、非正
常上访和重复上访案件发生，无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创建活动中，把“三无村”创建工
作纳入功勋村支书、“创业富村”考评内容，县
设立了专项奖励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加大奖
惩力度，凡不是“三无村”的取消村支书评选
功勋村支书资格，2014年“三无村（社区）”达
到 91 个，在年初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对荣
获“三无村（社区）”支部书记各奖励 2000元，
有效激发了基层平安创建的动力和活力。

强化服务，务求实效，提升网格化管理水
平。内乡县在原来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要
求各乡镇成立机构、制定方案、划分网格，明
确网格长和网格员，做好信息采集和重点人
员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 全 县 按 照 人 均 管 理
200-300套房屋或300-500人的标准，将辖区
划分若干网格，每个网格落实一名网格长、一
名便民服务员、一名矛盾纠纷调解员、一名治
安维稳信息员、一名流动人口协管员，实现社
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服务常态化。目前全
县共设立 16 个一级网格（建立 2 个网格化信
息平台）、295个二级网格、2335个三级网格，
确定网格长 322 个、网格员 11286 名。县、乡
镇综治办经常督导，实现网格管理精细化、便
民化、常态化。

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
突出重点 部门联动 抓实求效

内乡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樊牛陪同省市综治部门领导视察检查平安建设工作

城区社会治安专业治安巡方队在巡逻

内乡县巡技防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