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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平安建设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三门峡市政法工作综述
□特约记者 陈京栋/文图

牢记职责使命 维护政治安全
压实责任，该市把维护稳定工作列入各
级党委政府责任目标和平安建设年度考核，
明确党政主要领导第一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
责任，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卡口管控，守好河
南“西大门”，该市与新疆警方建立协查联控
机制，提高管控精准度。深挖细查，深挖地下
邪教组织，该市连续 14 年实现“三零”目标；
建成投用警示教育、教育转化、安置帮教三个
基地，强化反邪教基础。重点稳控，紧盯敏感
节点，
提高预警能力。

主动站位全局 服务社会发展
服务三项重点工作，该市建立了“深化国
企改革、脱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三项重点
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主动提供司法保
障。去年，市公安机关办理、查处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行政案件 359 起。开展服务承诺活
动，市委政法委牵头每年组织开展爱民实践
服务承诺活动，2016 年市政法部门公布服务
承诺事项 42 个。其中，
“秋季执行风暴”该市
两级法院共执结案件 1697 起，发布“老赖”名
单 3981 名，执行到位 3.56 亿元，全年执行工
作在全省排名第四。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
新立案 12 起，办结积案 32 起，办结率 93.3%，
全省排名第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该市成
立全省首家由编制部门批复的市全面依法治
市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核定事业编制 7
名。6 个县（市）区法学会全部成立并全部建
立了党组，法学会工作连年保持全省先进。
深入开展“12·4”全国宪法日等普法宣传活
动，该市开通新媒体普法平台，建成甘棠苑法
治教育基地等特色法治宣传阵地。

深化群众工作 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该市先后探索形成了义马群众
工作经验、渑池信访评估模式、化解社会矛盾
专项资金、信访稳定突出问题会审、领导干部
挂牌接访和接访公示、跨村连片调解等一批
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大量矛盾，维护了群众
权益。2016 年，该市建成信息处理系统。投
入 600 余万元建成覆盖全市的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信息系统，群众通过手机平台就可随时
随地反映矛盾纠纷、社情民意，实现了矛盾纠
纷网上受理上报、分析研判、分流督办和跟踪
问效。自去年 9 月份上线运行以来，全市共
处理矛盾纠纷信息 2000 余条。完善多元化

近年来，三门峡市政法系统认真贯彻
落 实 中 央 政 法 委 、省 委 政 法 委 的 决 策 部
署，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己任，狠抓“三
大建设”，积极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忠诚履职、攻坚克难，工
作力度不断加大、机制不断创新、成效不
断彰显。该市连续 14 年荣获全省平安建

设先进省辖市，是全省唯一夺得全国综治
“ 长 安 杯 ”的 城 市 ；连 续 10 年 荣 获 全 省 信
访稳定工作先进省辖市，公众安全感、政
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始终位居全省前列。
2016 年，该市荣获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十
次党代会期间专项维稳工作先进市，反邪
教、铁路护路联防、法学会等多项工作均
持续保持全省先进位次。

化建设示范单位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典型发
言。出台指导意见，积极推行社会治安财产
保险，该市已为 50 个乡镇的群众投入保费
120 余万元。注重夯实基础，实施以快速反
应、围追堵截、巡逻看护为主要内容的“天网
工程”。该市在全省率先组建由政府出资的
市、县、乡三级综治专职巡防队伍，推进保安
防范力量社会化建设，持续开展“警灯闪烁”
行动，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在全市所有乡镇
（街道）建成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在行政村建
立“民事村办服务站”。该市连续 3 年开展
平安乡村、单位创建活动，基层平安创建达
标 率 动 态 保 持 在 85% 以 上 。 开 展“ 三 无 小
区”
（无技防、无物业、无主管部门）专项治理
活动，变“三无小区”为“平安小区”。开展
“一村（格）一警”活动，配备社区（驻村）民警
255 人、辅警 1524 人。出台《三门峡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完善
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

落实司改任务 狠抓队伍建设
该市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
上级部署，认真落实《关于全面落实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实施办法》
《关于司
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
究规定》
《关于鼓励律师参与代理涉法涉诉
案件的意见》等政策规定。积极稳妥推进员
额制改革。建成综合信息中心，实现对社区
矫正人员的有效管控。持之以恒加强思想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许甘露在三门峡调研政法综治工作
政治建设，近年来，全市 4500 余名在编干警
无重大违法案件发生。市委政法委和市法
解机制，出台实施意见，构建人民调解、司法
全市现行命案发案数同比下降 14%；共破各
院、公安局、司法局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
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联动机制，按照市、 类案件 3575 起，同比上升 13%，其中破盗抢骗
号，市检察院第四次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
县、乡三级，人均不低于 1 元、2 元、3 元的标
案件 1685 起，同比上升 38%；共立盗抢骗案件 “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被授予“河南省
准，将化解社会矛盾专项资金列入同级财政
7587 起，同比下降 34.5%，下降率全省第一；打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示范单位”荣誉称号。多
预算，把人民调解、法院特邀调解员等经费
击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综合成绩位列全省第
策并举加强教育培训，该市在西北政法大
补贴纳入财政预算，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
一。注重科技引领，该市连续几年把视频监
学、西南政法大学建立干部培训基地，每年
供经费保障。深化“四个信访”工程，落实
控建设列入党委、政府“十件实事”，全市公共
各举办一期政法干部培训班。
“ 走出去”的同
“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为民信访、阳光
复杂场所、要害部位、主要道路等视频监控覆
时“请进来”，结合“双百”法治宣讲，每年邀
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访，全市信访形势持
盖率达到 100%，公共安全区域视频监控联网
请省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来三门峡举办 4 期
续平稳。坚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去年全市
11237 路，超额完成省定 8000 路的目标任务， “政法大课堂”。去年 12 月 30 日，该市邀请
共评估重要决策和重大项目 50 起。依法处
基本实现市、县、乡三级，视频监控资源联网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开举教授，为市委
置信访违法行为，严格落实责任查究制，去
共享。注重机制创新，该市结合地处三省交
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法治讲座。积极选树
年全市共处置非正常上访人员 56 人，追究
界，与渭南、运城和临汾建立政法警务、森林
典型，去年在全市政法系统开展向史军锋同
责任单位 16 个、处分 37 人。
保护、打击传销、防范邪教、法学研究等协作
志学习的活动。不断加强宣传机构建设，拓
机制，维护边界地区平安稳定。在市公安局
展政法宣传阵地，全市基本形成了网站、微
建成全省首家“情指一体、警种联动、常态研
信、微博、微视“四位一体”宣传格局。落实
推进平安建设 保障基本民生
判、混编作战”的信息合成作战指挥中心，整 “三同步”工作机制，切实加强舆情防范，去
合警种资源，消除信息孤岛，服务基层实战， 年成功应对负面舆情 20 余起，有效防止了
注重严打整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去年
去年 10 月，市领导在全国公安机关基础信息
舆论炒作。

特警街头治安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