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Z66 责任编辑 李 艳

E-mail:jrabcyc@126.comHENAN LEGAL DAILY2016/08/30
平安周口

秋高气爽，果硕飘香。为了扎实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切实关心帮扶困难户的生活状
况。 8 月 26 日，周口市川汇区区委副书记、
区委政法委书记刘体峰亲自带队，组织政法
委帮扶党员干部深入金海路办事处党庄行
政村两井自然村，通过“一帮一户”的形式分
8 个组对 8 户困难户进行走访慰问，将党的
温暖送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在金海办和党庄村负责人的陪同下，
他们先后来到两井自然村二组李丙树和
李炳功家中，同他们拉家常，详细询问了
他们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当得知
64 岁的李丙树患有脑梗，两眼模糊看不
清，妻子无工作，二儿子在上学且患有缺
钾病症，花去了家里所有积蓄，生活比较

困难。刘体峰鼓励他们振奋精神，树立信
心，坚定信念，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有帮扶队员的倾力支持，通过自身的努力
和社会的帮助，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改

善生活条件，早日脱贫致富。
在李炳功家中，看到家境四壁十分破

旧，得知其家有 8 口人，4 个孙子在上学，有
一孙女残疾，且有 87 岁的老母亲，刘体峰
叮嘱随行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村干部和驻
村委局帮扶队员，要切实关心这些困难群
众的生活，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认真落
实各项优抚政策，帮助他们发家致
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真正让
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同
时，刘体峰鼓励他们要乐观面对
生活，树立生活的信心一定能
克服眼前的困难。
通讯员 姚班廷 摄影报道

三川三川绽放平安花绽放平安花
——周口市川汇区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扫描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姚班廷

2016 年，周口市川汇区始终把综治和平
安建设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根本
性、保障性工程来抓，着眼于基层一线，立足
于平安创建，坚持打防管控相结合，着力化解
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夯实平安建设的根基，
有力的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发展，
为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营造了和谐
稳定的治安环境。

领导重视亲历亲为抓平安
一是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综治和平安

建设工作。先后召开常委会及扩大会议 3
次，四个班子联席会 2 次，综治委全会 3 次商
研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区委书记郭志刚经
常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及时解决
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中的困难和难题，区四
个班子领导分包办事处，定期入办入村指导
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刘体峰年初上任以来，跑遍了全区 9 个
办事处，对平安建设和综治工作亲自调查研
究，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和建议，掌握实
情，吃透基层。二是为加大平安建设工作的落
实。区委相继出台了《2016年政法综治工作要
点》、《关于深化平安川汇建设的意见》、《关于
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三是加大经费投入。2016年政府拨付 50
万元平安建设活动专项资金；技防投入资金
400万元；人防投入资金412万元；民生保险投
入50万元。四是强化责任。区综治委与各个
办事处，区直各单位签订了年度目标责任书，
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靠前指挥。区综治委各成
员单位借助联办包村活动，积极参与综治和平
安建设工作，定期向区综治委述职。区、办两
级综治委加强督导，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极大
地促进了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开展。

宣传攻势营造氛围塑平安
紧密结合实际，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区、办、

村三级层层发动，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群众参与
平安建设的积极性。在区级以上媒体发表有关
平安建设稿件96件，社会效果良好。借助综治
宣传月活动，组织办事处、辖区有关单位统一制
作了70块宣传版面，在市委门前和区文化广场
进行宣传，直接受益群众达2万余人。广泛开
展综治和平安建设宣传进机关、进社区、进乡
村、进学校、进企业“五进”活动，在集中宣传周，
组织9台车辆由城区专职巡防队员以办事处为
单位，逐村逐街道、逐小区进行巡回宣传，并向
群众免费发放宣传品；免费发放中小学生平安
校园创建考试垫板3万张；制作宣传平安建设

“双基”、“双安”、“双治”和民生保险有关知识及
理赔程序宣传栏120块；向社会免费公开发放
平安建设环保手提袋2万个、平安宣传专用抽
纸2万盒和精品扇子2万把；在市电视台利用黄
金收视时点，循环播放平安建设宣传流动字幕1
个月。登记填写基层综治工作台账600余本、
平安建设宣传挂图300余套。法检两院编发手
机短信10万多条，发放平安建设宣传单12万
张，电子滚动显示屏138处，悬挂宣传条幅329
幅，刷写墙体标语231处，各种咨询服务点60多
台次。通过一系列宣传攻势，使平安建设深入
人心、家喻户晓。

积极推进“民生工程”促平安
在去年开展五项民生工程的基础上，今

年我区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开展。一是深化
“民生保险”。在理赔范围、理赔方式等方面
不断拓展创新，更大程度地发挥民生保险在
平安建设中的作用。截至目前，全区已有报
案 235起，核实赔付 194起，已赔付金额 24万
余元，待赔付案件 10 起，待赔付金额 11800
元；二是深化“民生项目”。区综合性视频监
控中心，指挥中心内安装了18块42英寸高清
度液晶屏组成拼接墙，可以随时切换不同画
面。目前，视频监控中心有工作人员 32 名，
监控平台对辖区各个路段、小区的治安状况
进行24小时“直播”，已接入视频画面320个，
监控室就可以洞察全局。上半年，区视频监
控中心通过网络巡查共发现了交通事故 309
起，治安案件39起和其他案（事）件101起，协
助城市管理抓获违法张贴小广告者 4 人，协
助公安部门的同志调取和拷贝视频监控资料
70 余次、破案 12 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40
万余元，通过平安建设指挥中心系统运行，能
够快捷调配警力，有力地提升了打防维稳处
突效能，推动了盗窃等各类案件的快速侦
破。三是深化“民生服务”。继续贯彻落实

《关于实行公安干警分包行政村开展平安建
设工作的意见》，全区包村干警每半月至少要
到所包行政村走访 1 次，每月到所包行政村
工作至少 2 天。进一步加大督查、考核和奖
惩力度，督促包村干警由被动工作变主动服
务。目前，包村委局、政法干警共建立便民联
系点 93 个，悬挂包村干警便民服务牌 84 个，
开展普法宣传 140 多场次，走访群众 4 万多
户，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和不安定因素 169件，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234件。四是深化“民生
热线”。让更多群众知晓民生监督电话、执法
监督电话、案件报警电话、民生保险电话。把
民生热线建成警民连心线，使群众有情况向

政法机关报、有建议向政法机关提、有良策向
政法机关献，与政法机关同心同德搞好平安
建设。五是深化“民生调查”。 区安全感调
查中心不间断地开展调查访问，最大限度地
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意愿和想法，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逐一建立台帐，实行销号制办理，直至
问题解决。区综治委每季度开展 1次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调查，对调查结果及时分析研
判，查漏补缺，整改提高，并严格落实奖惩。

打防管控多措并举保平安
全区政法机关以整治突出治安问题和安

全隐患为突破口，持续开展了“命案攻坚”、打
击“两抢一盗”、“反爆恐、保稳定”等专项斗
争。坚持“大案快破、小案多破”的理念，强力
实施破案攻坚，打击成果显著。截至目前，共
立刑事案件2565起，破获刑事案件239起，刑
拘186人，“两抢一盗”立案2086起，查处治安
案件 5006 起，抓获网上逃犯 32 人，逮捕 171
人，公诉 267 人，命案发一破一，与去年同期
相比刑事案件下降 20.26%，命案下降 20%，

“两抢一盗”案件下降 29%，治安案件下降
21%；区法院旧存、新收案件共计 6027 件，比
去年同期增加 35.9%，结案 4042 件，结案率
67.1%，立案、结案均创历史新高。突出抓好
人防、技防、群防。一是组织 3个公安分局在
市区主要交通路口设立治安卡点，配备 12辆
警车，把80%的警力投放到街面，实现夜间见
警灯，白天见警察。共盘查可疑车辆 20 余
部，救助群众33起，截获醉驾车辆5部。二是
把城区专职巡防大队 154名专职巡防队员编
成9个中队，分别驻9个办事处，实行定线、定
点、定责巡逻防控。上半年，区巡防大队共排
查出犯罪线索 37条，协助公安机关破获盗窃
案件 12 起，处理治安案件 50 起，当场抓获刑
事、治安犯罪嫌疑人 40 人，共为群众办好事
513 起，帮助找回丢失儿童 6 名，调解群众矛
盾纠纷 196 起，制止现场违法活动及协助公
安机关破案 21起，新闻媒体报道巡防队员事
迹 13 次，收到锦旗 10 面，为群众直接挽回经
济损失近 50 万元。被城区群众亲切地誉为
群众安全的“守护神”、帮助群众的“先锋队”、
化解纠纷的“调解员”、服务群众的“贴心
人”。上半年参与全区社会稳定、重大项目建
设、城市综合整治、文明城市创建等重大活动
30 余次，累计出动 2000 余人次，为区四次党
代会的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发挥了重要
作用。三是各办事处建立了轮流看家护院义
务巡逻队、社区低保义务巡逻队和应征入伍
青年民兵预备役巡逻队。全区共建立不同形

式的义务巡逻队 136 支 2700 多人，实施常态
化巡逻，开展互助防范救援。四是加大了社
会治安重点地区整治力度。对排查出来的街
头小广告、小宾馆小旅店无证入住，网吧上网
和邮寄快件不实名登记及市容市貌等突出问
题进行专项综合治理。据统计，共排查出租
房屋 2600 余间，小宾馆和旅店 1200 余家，网
吧230多个，公共复杂场所30多个，私立幼儿
园50多个，清理清除街头小广告21000余处，
排除各类安全隐患 200 余处，停业整顿小宾
馆旅店 20 余家，网吧 5 个，整治治安乱点 3
个，促进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夯实基础固本强基筑平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在基层，难点

在基层。该区把基层调解组织建设作为平安
建设重要工作常抓不懈。一是完善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体系。全区办事处、村(社区)调解组
织组建率达到100%，各级各类调委会发展到
305个，其中专业性调解组织20个，专兼职调
解员达到1500余人。全区52个行政村、32个
社区都相继建立了由党支部书记任站长的综
治工作站，配备了综治协管员，并且成立了治
保会、调委会，不仅有力提升了村（社区）的社
会治安防范水平，而且对村（社区）发生的矛
盾纠纷也做到了发现在前，及早介入、妥善化
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矛盾不上交”。截至目前，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矛盾纠纷 318起，调解 318起，调成 313起，调
解率100%，调成率98.4%；现接受刑释解教人
员 63 人、社区矫正人员 63 人，全部进行登记
衔接，帮教率达到 98%，无脱管、漏管和重新
犯罪。二是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积极推
进平安创建，已完成平安办事处创建 9个，平
安村（社区）创建 83个，创建率达 88%，106个
辖区单位达到平安单位创建标准，创建达标
率 88.5%。三是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工作。区
委配齐配强了 9个办事处综治专职副主任和
2-3 名综治专职干部，区直各单位明确分管
领导和 1-2 名专（兼）职综治干部，进一步完
善了综治工作中心标准化建设。四是推行一
站式服务和民生代办员工作制度。在全区84
个社区推行社区代办员上门服务工作制度，
为每个社区专门配备了至少 1 名代办员，每
个社区民生代办员，由办事处统一购置电动
车，每人一辆，来方便为群众办一些难事。目
前已完成各类代办事项1000多件。

平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企盼；平安，是
社会发展繁荣的保障。平安川汇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每天都是新起点。

走访困难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