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说临界之地无久安？李寨
镇地处豫皖交界，治安环境复杂，平
安建设工作始终保持永城市先进位
次；谁说偏远之地发展难？李寨镇
位于永城市最西南，素有永城“小
西藏”之称，却成为辐射周边的商
贸重镇。“李寨镇近年来的发展离
不 开 平 安 建 设 工 作 的 扎 实 开
展。平安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基
础所在，因此我们镇的干部有个
共识，那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抓
平安’。”该镇党委书记梁素华一
语道出李寨的发展“法宝”。

立体防控保平安 李寨招
来“金凤凰”

“这是‘平安大喇叭’，每天中午下班
后半小时和每周末都会播放平安建设和
红色教育内容的广播；那是这条路上的监
控探头，都是高清的，实时情况从派出所
监控平台上一览无余，手机也可以随时查
阅监控画面……”李寨派出所所长孙向阳
一边走，一边向记者介绍情况。近年来，
李寨镇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构
建起了立体化防控体系。该镇 21个行政
村共安装了 147 个高清监控探头、9 个 30
倍焦距的“蓝天卫士”以及 112组“平安大
喇叭”，技防建设实现多角度、全覆盖。为
实现防控无死角的目标，李寨镇还成立了
一支由各村村民组成的“义务巡逻队”。

“今年截至目前，全镇只发生了 3 起轻微
刑事案件，依靠视频监控和巡逻队力量
全部破案。”孙向阳说。

平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安居乐业，
也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一张亮丽名片。
李寨镇有一家面积 5000 余平方米的超
市，里边日常用品一应俱全，是前年安徽
亳州一位商人投资 3000 余万元开办的，
去年营业额达到了 2000 余万元。该超市
负责人王永林说：“之所以选择在李寨开
超市，就是看中这里社会治安环境好，人
厚道、不欺生。周边乡镇的人购物都爱
到李寨，我们门前安徽牌照的车比本地
的车还多。”据了解，这样规模的超市在
李寨镇有 3家，该镇还拥有一个大型家具
城和一个大型家电卖场。“平安稳定的社
会环境为我们带来了这些商家，促进李
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周边乡镇群众

带来了生活便利。李寨已经成为地处豫
皖省界，辐射周边乡镇的‘商贸重镇’。”
梁素华自豪地说。

干群共建促和谐 李寨发展
谱新篇

“我的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收麦
时候回不去，镇里能帮忙不？”“你们放
心，先把详细信息发来，镇里想办法。”
李寨镇党委班子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
的手机微信里都有一个群，名字叫“李
寨一家人”，群成员除了他们就是在外打
工的李寨镇人。“谁家有事都会在群里发信
息，镇里能解决的镇里解决，邻居能帮忙的
邻居帮忙，十分实用。这个群不但使干群
之间沟通‘零距离’，更是拉近了在外打工
人员与家乡的距离。”梁素华说。没有了后
顾之忧，在外打工的李寨人也十分乐于反
哺家乡，去年该群成员就集资 15万余元，
用于改善李寨的基础设施。

良好的干群关系背后，是该镇干部
扎实的工作作风。翻开镇党委书记梁
素华的民情日记，从今年 2 月份春节过
后，几乎每天一篇，详细记录着她当天
走访群众了解到的情况，并且每次走访
都配有照片。余庄村村民彭某家与邻
居 产 生 纠 纷 ，因 为 觉 得“ 自 己 受 了 欺
负”，彭某开始上访。梁素华得知情况
后，实地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并与两家
人促膝长谈，从法律、政策、情理多方面
进行说服教育，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彭
某同意息诉罢访。在梁素华的带动下，
该镇各级干部的民情日记也记得认真
翔实，确实摸排出了一些矛盾纠纷和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得
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认可。

在“一村一干一警”综治联动工作中，永
城市蒋口镇为有效推进“大走访”活动，通过
科学谋划，制定出指导全镇包村干部工作的
走访“工作指南”——“8857”工作法。全镇97
名包村干部、民警在“8857”工作法的指引下，
深入到全镇33个行政村，176个自然村，先后
走访群众1.1万多户，排查矛盾纠纷86件，有
效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奏响了平
安建设最强音。

2月 19日，永城市印发《永城市“一村一
干一警”综治联动机制暨社会重点问题综合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下发后，蒋口镇
党委专门召开班子会进行研究，会议从当日8
时开到14时，大家认为“一村一干一警”活动的
中心灵魂是走访，要变以往的“群众上访”为

“干部下访”，进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忧，
切实解决百姓生活中的难题，将群众之间的
小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如果制定出一个科学的工作方法，来作
为包村干部日常深入群众进行走访的“工作
指南”，走访工作岂不事半功倍？蒋口镇历史
上最长的这次会议，如愿催生了一部指导群众
走访的“工作指南”——“8857”群众走访工作
法，蒋口镇党委副书记田耕称之为“蒋口镇班子
集体智慧的结晶”。

田耕介绍，所谓的“8857”工作法，就是
“明确8个重点走访对象，突出8项重点走访
任务，坚持 5 种走访方式，健全 7 项走访制
度”。首先是明确8个重点走访对象。在全面
走访基础上，重点做到“8个必访”：贫困户必
访、刑满释放人员必访、上访户必访、受灾户必
访、农民工必访、留守青少年必访、流动人口必
访、特殊群体必访。他们通过走访，帮助群众
致富、化解矛盾、解决诉求、预防犯罪。其次是
明确8项重点走访任务：掌握村情民意、征询工
作建议、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消除治安隐患、落
实防范措施、强化法治安全教育、疏导群众情
绪和深化平安创建。另外，在创新走访方式的
前提下，做到“入户走访”“电话回访”“带案下
访”“定点接访”和“定期回访”，确保群众反映
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再就是健全7项制度，
即“定期恳谈制度”“工作例会制度”“领导包
案制度”“考评管理制度”“责任捆绑制度”“工
作台账制度”“督促检查制度”。

自此，全镇97名包村干部、干警，以及50
名镇、村综治工作人员工作在“大走访”第一
线，认真践行“8857”工作法，短短一个半月的
时间，已取得突出成效。截至目前，已经“大
走访”群众1.1万多户，覆盖率达97%，征求群众
意见和建议635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6件，帮
助解决治安安全问题20多个，有力推动了蒋口
镇平安建设工作。

万风雷是派驻蒋口镇后板桥村第一书
记。用他的话说，刚到村里时，村民一般都表
现得跟他有距离感，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
已经是村民最熟悉的朋友了。在永城市文化
科技公司任职副经理的万风雷，俨然成了村
里一位普通村民。在村里走访时，他随便往
街头石礅子上一坐，或者就近往地上一蹲就
和村民拉起了家常，很快和村民打成一片。
4 月 20 日，记者在后板桥村采访时，见到了
村民刘桂荣老人。性格开朗的老人提起驻
村干部万风雷的工作，满是称赞。

刘万荣（化名）老人与邻居曾因为下水道
问题产生积怨，甚至发生械斗。后板桥村“一村
一干一警”工作队进驻该村后，4次上门了解情况，
把双方叫到一起，谈心、拉家常，最终让一起积怨5
年的矛盾得以圆满化解，两家人也和好如初。

如今的蒋口镇，通过不留死角的平安建
设宣传，“一村一干一警”工作已经深入人
心。在蒋口镇每个村显著位置，都张贴有“一
村一干一警”综治联动工作公示栏，公布驻村
干部和民警的照片和电话。群众有困难、有
诉求，找驻村干部、找驻村民警，在蒋口镇已
经成为一种习惯。如今的蒋口镇，随着平安
建设的深入推进，百姓安居乐业、相邻关系和
睦、敬老爱老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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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镇朱寨村乡风文明创建活动表彰现场

蒋口模式：
“8857”工作法
奏响平安奏响平安最强音最强音

□记者 朱广亚/文 马建刚/图

李寨镇：
靠平安打造出的
商贸重镇
□记者 李杰李梦扬 吕曈/文图

陈集镇：平安建设的“加减乘除”法 □记者 程玉成陈磊 王晓磊 /文图

▲李寨镇开展“一村一干一警”综治联动法律宣传活动

陈集镇有豫东最大的特钢生产基地，有
“六纵八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有坚实
的经济基础，更有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
2016 年该镇被永城市委市政府评为“综合
目标一等奖”，连续两次蝉联“1+X”巡查北
部乡镇第一名，连续 3 年被授予“五个好先
进党委”荣誉称号。2017 年以来，陈集镇党
委政府紧紧围绕省委、市委政法工作会议
要求，以创建平安陈集为中心，以开展乡风
文明创建为基础，以“一村一干一警”综治
联动工作机制为抓手，以矛盾大排查、问题
大化解、隐患大消除、普法大宣传为重点，

大胆创新管理机制，注重“加、减、乘、除”，
构建“两关两网”，持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整改向纵深发展，确保了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加”强措施，把好机制关
陈集镇党委政府多次召开党政班子联

席会，成立了陈集镇“一村一干一警”综治
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陈集镇“一村
一干一警”综治联动工作实施方案》，又多
次召开工作推进会和加压会，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全镇社会重点

问题集中整治。
该镇认真组织择优选拔了 34

名包村干部，又结合各村实际，有
针对性调配 34 名驻村干警，进一
步健全完善了“一村一干一警”综
治联动工作机制，工作效率明显
提高。同时，加强工作下访，充分
发挥“一村一干一警”工作平台的
作用，指导 34 个工作组 102 名工
作队员在全镇范围内进行拉网式

“大走访”。

“减”少盲点，把好宣传关
该镇将“一村一干一警”综治联动宣传

与 3 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宣传
月紧密结合起来，织密宣传网，把好宣传
关。全镇 34 个行政村都配有不少于 2 人的
义务普法宣传员，延伸普法触角，健全普法
网络。

“乘”风借力，健全平安网
2 月 28 日，2000 多人参加的陈集镇第四

届乡风文明创建暨 2016 年度先进集体表彰
大会上，对全镇 382 名先进典型进行隆重表
彰，并对 2016 年度平安建设和信访稳定工
作 12 个先进村进行了奖励，群众文明素质
不断提高。该镇以乡风文明创建为基石，促
进平安建设上台阶。

在“一村一干一警”工作中，结合农村人
口白天外出务工流动性大的特点，该镇推行
了“4+2”走访排查工作法，即走访排查 4 个
重点区域（企业、超市商店、卫生室、学校或

教堂），抓住两个重点时段（早晚的 6：30 至
8：30），在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摸清重点人
员（人群）动向。工作组坚持重点走访贫困
户、老上访户等群体，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
登记造册，全部建档。

“除”掉隐患，把好督导关
落实领导责任制，进行责任捆绑。实行

党委主体责任、政法综治领导分管责任、“一
村一干一警”工作组连带责任。成立工作督
导组，不定时进村督导，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
的工作组，作为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对工作不
力的工作组进行通报批评。

“按照工作要求，我镇‘一村一干一警’工
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
健全体制机制，严格督查调度，继续完善‘一
村一干一警’工作，化解矛盾纠纷，解决治安
问题，消除安全隐患，不断改善农村社会治安
环境，为陈集经济社会发展打牢基石。”该镇
镇长鲁大鹏这样告诉记者。

““平安永城基层行平安永城基层行””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