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郑州市的各项发展步入“快
车道”，航空港综合经济实验区建设屡创辉煌，多个

国家战略落地郑州。站上新的历史起点，郑州已吹响了迈向
国家中心城市的号角。“郑州速度”世人羡慕，而这背后，有平安郑州

建设打下的厚实基础，有法治郑州建设创造的坚实制度保障。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平安郑州建设铿锵有力，结出了累累硕果：一个

个平安“细胞”单位创建成功，将更多力量纳入到平安建设中；网格化管理创造了“人人
共建、人人共享”的“郑州模式”；大手笔投入，高标准建设视频监控平台，基本实现城区
及乡（镇）主要街道和具备条件的农村、学校视频监控设施全覆盖，抢占了技防制高点；
两万余名社会治安综治力量和 30 万名志愿者的群防群治队伍，为平安郑州建设注入
活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现了综治力量服务群众全覆盖和无死角；不断夯实

基层基础建设，新郑市成为全省有资格争创“长安杯”的 3 个县(市)之一……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郑州市全体政法综治战线工作人员守护着家

园的宁静，缔造着家乡的和谐，深耕法治沃土，让平安硕果挂满
枝。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更加和谐的平安家园，将助力

郑州加快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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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沃土育和谐 平安硕果挂满枝

●镜头
“天眼”无眠守安宁

7月 10日，郑州市金水视频监控中心监控到了
辖区发生的一起伤害致死案。案发后，民警通过视
频追踪确定了案发的具体时间、作案人数、涉案车
辆及嫌疑人逃跑轨迹等信息，历时 5 小时将嫌疑人
成功抓获。

8月 1日，一名全国在逃人员经过人像卡口时，
系统自动预警，郑州市金水视频监控中心监看人员
在确认信息无误后，立即启动联动机制，指派南阳
路分局民警赶往现场，成功将逃犯抓获。

7月 11日，郝女士到郑州市金水视频监控中心
调阅中心求助，称其母亲走失，需要查看监控录
像。郝女士只提供了其母亲走失的大致时间和地
点，值班人员经过3个小时的视频追踪，最终将其母
亲找到。

●画外音
为百姓织就一张“平安网”

2015 年下半年以来，郑州市金水区按照“全省
第一、全国一流、永不落后”的要求，为平安金水视频
监控中心建设项目投资1.1亿元，新装一类高清探头
3580个。该中心具有视频接力；智能后检索、视频摘
要；视频结构化分析；图像模糊处理；人像动态比对等
5项特殊功能。该中心有112名视频辅助工作人员24
小时进行视频巡查，并对侵财类警情进行逐一筛查分
析。

郑州市视频监控建设按照“建、联、管、用、升”五
字方针，强化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服务反恐维稳、
治安防控、侦查破案、城市管理和民生的能力。该市
及15个县（市、区）共筹集资金10亿元，成立16个视频
监控中心，每个中心配备不少于30人的监看队伍。

天上有“天眼”守护，地面有8000余人组建的治
安巡防队伍，昼夜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进行巡逻防范。2016年，该市治安巡防队共现场抓
获并扭送违法犯罪嫌疑人及有劣迹人员 580 名，调
解民事纠纷9500余件，处置各类险情865起。

●镜头一
民警练微笑与群众打成一片
在中牟县开展的“平安进万家”活动中，一向严肃的中

牟县城关派出所民警郑国兴为学微笑犯起了愁。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办案，表情严肃，但走访中笑得不

自然，亲和力不够，与群众打不开话匣子。”郑国兴说，和他
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几名办案民警。

发现问题后，郑国兴就和同事一起，面对面练习微笑，
相互挑毛病。经多次练习后，郑国兴的笑容越来越自然，
与群众沟通越来越顺畅，警民关系更加和谐。

●画外音
进万家、大巡防、保平安
中牟县为提升群众对平安建设的“三率一感”（知晓

率、参与率、满意率，安全感），以政法干警下基层、“平安进
万家”、“冬季万家行”和“万人大巡防、合力保平安”等活动
为抓手，使公众安全感指数一步一个台阶地提升。

在具体工作中，该县抽调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
局、巡防共计 837人下沉到全县 289个二级网格，开展治安
防控网格化管理工作。治安防控网格员每周至少利用半
天时间到分包村（社区）走访一次，每次走访群众不少于20
户。乡（镇、街道）由包村领导牵头，组织人员对分包村（社
区）住户全部走访一遍。加大巡防力度，严密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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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郑州市不断强
化市、县（区）、乡（镇）、村的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成为群众最愿意去、最能解决问题的
地方，使平安建设的根基更加牢固。

●镜头一
悉心帮扶贫困大学生

新郑市薛店镇综治中心的大厅整洁、明亮，工作人员热情、耐
心。今年年初，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大学生花琳到综治中心寻求帮
助。花琳的父亲在薛店镇某企业上班，下班途中不幸遭遇车祸，
成了植物人，花琳不得不休学照顾父亲和瘫痪在床的奶奶。

花琳的父亲出车祸时逆向行驶，存在一定过错，双方就赔
偿产生分歧。薛店镇信访办副主任赵更顺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
涉事企业所在的众合国际石材村产业园综治中心，并与企业负责
人杨通沟通，劝说该企业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并让杨通实地了
解花琳家的贫困情况。最终，企业支付了 30多万元工伤赔偿
款，杨通还与花琳结成了帮扶对子，为花琳规划了就业方向。

●画外音
夯实平安根基

新郑市高标准建立了1个市级综治中心，15个乡级综治中
心，337 个村级综治中心。乡级综治中心整合综治、信访、司
法、流动人口管理、巡防巡消等力量，高标准建成了服务群众
的“三室一厅”（综合协调室、治安防控室、矛盾调处室，群众接
待厅），实行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
创“五联一体”，实现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

目前，全市 15个县（市、区）、202个乡镇（办）、2526个社区
（村）均建立了综治工作中心或综治工作站，实现了综治中心建设
全覆盖，政法综治服务无死角、无盲区，实现了矛盾联调、治安联
防、问题联治、管理联抓、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格局。

●镜头二
“新郑正义哥”修房记

7 月 30 日晚下起了暴雨，新郑市新建路街道东关街社区
“新郑正义哥”孙晓伟心里犯起了嘀咕：辖区内几家贫困户的
房子漏雨吗？有危险吗？

次日一早，孙晓伟便撑起伞前往王国保等3户低保户家了
解情况，发现有两家低保户的房子漏雨。孙晓伟立即向社区
申请经费，联系维修师傅，为低保户修补房子。

●画外音
发挥群防群治强大力量

““新郑正义哥新郑正义哥””是新郑市委政法委是新郑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办组建的一支市综治办组建的一支
有有80008000余名成员的平安志愿者余名成员的平安志愿者““大军大军”，”，他们包括小区楼栋长他们包括小区楼栋长，，
企业企业、、学校学校、、医院的保安大哥医院的保安大哥，，村组村组、、社区党员社区党员、、干部等干部等。。

““新郑正义哥新郑正义哥””依托村依托村（（社区社区））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展现了平安建设展现了平安建设
群防群治的强大力量群防群治的强大力量，，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促进城市文促进城市文
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被辖区群众誉为和谐平安的他们被辖区群众誉为和谐平安的

““守护神守护神”、”、济困救难的济困救难的““先锋队先锋队”、”、服务群众的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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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牟县公众安全感指数在全省处于后30位，

今年上半年，该县公众安全感指数较 2013 年上升了 55
位。该县是如何创造平安建设“中牟现象”的呢？

6年前，登封市因经济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成为上访的“重灾区”。6年来，该县是如何把大量矛盾化
解在基层，使公众安全感、满意度指数逐年提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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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二
周五书记接访雷打不动
每周五是登封市的“周五书记接待日”，在登封市纪委行政效

能电子监察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全市17个乡（镇、区、街道）的
党工委书记，18个委局责任人如数到位，开始全天候接待群众来访。

●画外音
接地气连民心多元化解矛盾
登封市地处山区，矿产丰富，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积压了一些利益矛盾。6年前，曾流传着“郑州稳定看登封”的说法。
2011年，登封市在我省率先建立了“周五书记接待日”制度，已雷

打不动持续实施了6 年多。随着大量问题的化解，当年的接访场面已
“由热变冷”。

登封市以每村不少于3名调解员的标准，公开选聘1031名民调员。整
合资源，搭建了三级综治中心，形成了矛盾化解“上下联动、分级调处、整体
联动”的局面。该市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平凡的安全守望者

亮点扫描

平安故事沁人心扉

采访札记

上合组织峰会期间，郑州市组织
了 50 万名志愿者。在平安建设中，综

治机关领导的志愿者队伍在社会稳定、
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在郑州市金水区，区综治办牵头注册成
立了全省首家区级志愿者联合会——郑州市

平安金水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志愿者联合
会）。志愿者涵盖政府工作人员、大学生、热心

群众、心理咨询等人员。目前，该志愿者联合会
已经拥有 100 多支爱心团队，2.5 万名志愿者。

2016 年，该志愿者联合会成功在白庙强制隔
离戒毒所、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多次帮教慰
问演出，并签订了长期帮教协议。该志愿者联合会
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开展防溺亡主题活动，组织郑州
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等走进中小学校为学生普
及防溺水知识。该志愿者联合会还组织律师、心理
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宣传法律知识，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为基层政府和群
众办了许多实事。

8月的郑州，热情四溢，充满活力。
走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到处能看到平安宣传的标

语；打开网站和微信，平安郑州推送的平安新闻和平安
故事沁人心扉。近年来，郑州市政法综治工作取得了累
累硕果，政法宣传工作功不可没。

为有效提高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郑州市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该市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将宣传焦点对准群众，找准政法工作与群
众工作的结合点，以浅显易懂直观的形式，将平安出
行、安全生产、防火防盗、禁毒、禁赌等呈现在大众的
视野里，真正把政法宣传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郑州市树立现代传播理念，抢占平安建设宣传
制高点。2016年上线的“郑州市政法综治”微信公
众号，提高了该市在新媒体时代对政法综治工作
的宣传引导能力，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该市
组织市、县两级政法综治部门和市直政法部门全
部入驻《今日头条》，在全省政法系统新媒体账
号、数量、发布量和阅读量上综合排名第一。

郑州市按照“铺天盖地、随处可见，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共建平安、共享平安”的总
体要求，将平安建设的内容传播到全市的

角角落落，根植于人民群众心田，有力推
动了郑州市平安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行业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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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安，则大家安。一所学校，一个
企业，一条公交路线……这些社会的基
层“细胞”单位平安了，社会也就平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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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郑州市为全面深化平安郑州建设，动员组
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了平安建设“细胞工程”创建
活动，其中包括“平安校园”活动。“六员”进校园是“平
安校园”活动的延伸和发展。

郑州市的平安建设“细胞工程”创建活动按照“整
合资源、条块结合、整体推进、注重实效”的原则，以乡镇
（街道）、村居（社区）和行业、系统最基层的社会细胞为
基本元素，在全市推出了39个平安建设“细胞工程”创建
项目，构筑了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层层创建、逐级推动
的平安郑州创建体系。该项活动在教育、卫生、人社、交
通、城建等21个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行政部门均设立
了平安创建活动办公室，在200多家大中型企业设立了
平安创建工作站，并明确3至5名专（兼）职人员负责具
体工作。近 3年来，该市共创建平安社区（村）1940个，
创建率82.02%；“平安机关”36个；“平安企业”“平安学
校”“平安医院”“平安景区”等基层平安单位2000余家。

“我们建立了科学的奖惩制度，充分调动了行业、
系统相关单位开展平安创建工作的积极性，形成了各
单位积极关心、参与、支持平安建设的良好氛围。”郑州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李华云说，在郑州
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市各常委单位都要
接受平安建设考核，市属企事业单位（科级以上）、私营
企业、社会团体等单位也可参加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的
申报和考核。被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的，每年奖励
全体干部职工一个月工资。平安建设先进单位3年为
一届，每年进行复核，不符合标准的将取消荣誉称号。

●镜头
“六员”进校园守护净土

几十名学生捂住口鼻，从一辆浓烟滚滚的公交车
内逃脱……这是 5月 17日，郑州公交二公司联合郑州
市第79中学、惠济区消防中队开展的一场模拟逃生演
练现场。

为守护校园净土，4月19日下午，郑州市综治委举
行了“六员进校园、合力保平安”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
每一所市管学校配备“一名法制辅导员、一名公安联络
员、一名消防指导员、一名食品监督员、一名护校巡防员
和一名心理疏导员”。该项工作的开展将有效防止校园
暴力和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全方位保障学校安全。

今年6月底，郑州市全市中小学“六员”已全部到位。

●画外音
2000余家单位共筑平安

上有“天眼”守护，地面有8000余人
组建的治安巡防队伍，昼夜巡防在郑州
市的大街小巷。在郑州，群众的安全感
在不断增强。

郑州市委常委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保卫参加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月活动政法委书记黄保卫参加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月活动 ““新郑正义哥新郑正义哥””进行法律宣传进行法律宣传

巡防“爱心岗”队员护送小学生放学登封市告成镇党委书记何聪道周五接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