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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小调：
监控引出的会议纪要

7 月 21 日，信阳市平桥区平西街
道办事处会议室内，综治成员单位正
讨论得激烈。综治办主任张明智开
门见山：“按照区委安排，今天是综治
工作日，我们要对近期各单位遇到的
问题进行分析预判等，大家有什么事
就说说吧。”

大家畅所欲言，这时派出所民警
提出一个问题：几天前，通过视频监
控，他们发现一辆电动车着火，遂立
即通知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现
场，用灭火器将火扑灭。事后，他们
发现周边有些小区没有配备灭火
器。这是不是普遍现象？别的地方
是否也存在安全隐患？综治中心当
即将此事分配给安全生产办负责，限
其 一周内处理到位。此项内容写入
会议纪要。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目前该街道

不仅各小区灭火器配备齐全，而且在
金三角居委会、滨湖居委会都建起了
微型消防站。

b小调：
天眼在乡间小道显威

3 月 6 日 19 时 43 分，光山县光白
路斛山乡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
辆电动三轮车自东向西行驶时，将同
向步行的斛山乡范乡村小围子村民
组村民柳某文、陈某秀撞倒后逃逸，
事故致被撞的两人一死一伤。

事故发生后，光山县公安局高度
重视，抽调 30 余人成立专案组投入侦
破工作。但因现场未留下有价值的
案件线索，案件一时未能取得进展。
3 月 9 日，斛山派出所辅警吕登久、梅
诗岚在视频监控中发现，在斛山乡的
一个路口有疑似嫌疑车辆的踪迹。
专案民警立即决定从该路口入手，挨
家挨户开展地毯式排查，于当晚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阳市进一
步加强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工
作。该市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
组织建设，在医疗、道路交通、劳动
争议等矛盾多发易发领域建立了26
个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逐步实
现医疗卫生、征地拆迁、企业改制、
劳动人事、交通事故、环境保护等领
域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全覆盖。

在不断回应群众新期待的过程

中，该市还进一步健全县乡村三级
调解平台，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群众诉求
及时回复率在 90%以上，按期办结
率在 99%以上，医调委实现了案件
受理调解率、调成率、履行率和群众
满意度4个100%。前不久，在“全国
模范调解委员会”表彰大会上，信阳
医疗纠纷调解工作被誉为“信阳模
式”。

治安保险保平安：该市以推行治安保险为抓手，
以解决侵财犯罪多发问题为重点，探索建立党政领
导、综治协调、公安支撑、财政保障、保险跟进、多方联
动、群众参与的平安创建新模式，让群众不花一分钱参
与治安保险保平安活动。2016年，该市财政出资 726
万余元用于购买治安保险，全市侵财类案件发案率持
续下降、破案率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开展平安行业创建：该市通过在学校、医院、商
场、金融、汽车站等 11 个行业、系统开展平安创建活
动，在全市形成 了“以条为主、条块结合、上下联动”
的大平安格局。

乡村综治中心规范化：该市高标准完善了县、
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平台，市综治成员单位、市平安
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别联系一个乡镇（街道），
在办公设施、专案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截至
目前，全市乡村综治中心“三室一厅”标准化建设全
部到位，人员力量、工作机制全部整合到位，群众
90%以上的事项在综治中心得到解决。

法治智库与区域法治：该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省该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省
辖市法治智库辖市法治智库，，率率先推动先推动““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法
治宣讲活动走进市委中心组治宣讲活动走进市委中心组，，率先开展区域性法治交率先开展区域性法治交
流合作流合作，，司法行政系统连续司法行政系统连续77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年被评为全省先进，，该市该市
普法办被评为普法办被评为““全国法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集体治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五星级”评定：为激发全市政法单位和政法干为激发全市政法单位和政法干
警的创先争优意识警的创先争优意识，，提升政法系统正规化提升政法系统正规化、、专业化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职业化水平，，该市实行星级争创百分制考核该市实行星级争创百分制考核，，五颗星五颗星
评定五个等次评定五个等次，，与奖惩挂钩与奖惩挂钩。。

公众安全感发布：自自 20162016 年年 88 月以来月以来，，该市在该市在
全省率先建立全省率先建立““公众安全感指数公众安全感指数””每周发布机制每周发布机制，，科科
学设定社学设定社会治安会治安、、消防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 33 项指标项指标，，
按照城区按照城区、、农村两个序列分别确定分值农村两个序列分别确定分值，，实行实行““绿绿
黄橙红黄橙红””四色预警四色预警，，以指数判断形势以指数判断形势，，
精准指导确定打防重点精准指导确定打防重点，，加强对治安加强对治安
突出问题和重点地区的整治突出问题和重点地区的整治，，促进促进
社会治安形势好转社会治安形势好转。。该做法被该做法被
省综省综治委推广治委推广。。

信阳市通过不断完善涉军维权信阳市通过不断完善涉军维权
工作机制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法院统筹协调法院、、检察院检察院、、军军
分区分区、、公安公安、、司法司法、、双拥办等双拥办等 1313 个职个职
能部门能部门，，出台出台《《涉军案件立案规定涉军案件立案规定》》

《《涉军维权办案制度涉军维权办案制度》《》《涉军维权案件涉军维权案件
执行工作暂行规定执行工作暂行规定》，》，为涉军维权案为涉军维权案
件开辟件开辟““绿色通道绿色通道”，”，把涉军维权服务把涉军维权服务
对象扩展至老红军对象扩展至老红军、、老八路老八路、、老新四老新四
军军、、老赤卫队老赤卫队、、军烈属以及老革命后军烈属以及老革命后
代等红色群体代等红色群体。。

据信阳市中级法院政治部主任奚据信阳市中级法院政治部主任奚

启锋介绍启锋介绍，，目前目前，，该市已与鄂豫皖大别该市已与鄂豫皖大别
山区六市法院签订山区六市法院签订《《加强区域司法协加强区域司法协
作作 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框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框
架协议架协议》，》，就立案就立案、、审判审判、、执行等司法活执行等司法活
动进行协作动进行协作，，扩大了涉军维权工作的扩大了涉军维权工作的
辐射效应辐射效应。。

去年去年 77 月月，，信阳市中级法院被评信阳市中级法院被评
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是全国唯是全国唯
一获此殊荣的法院一获此殊荣的法院。。在今年在今年 33月的全月的全
国国““两会两会””上上，，涉军维权涉军维权““信阳模式信阳模式””被被
写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写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十二五”
规划纲要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了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奋斗目标。为
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正确实施生
态法律制度，提升绿色发展司法保障
水平，信阳市政法机关将绿色发展理
念作为行动指南，把环境保护优先、
宽严相济、注重防范、便利执法、协同
执法等理念贯穿于执法过程中。

该市制定了《关于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美丽信阳建设提供司法保
障的若干意见》等，对办理环境资源

案件进行规范、指导和引导。与此同
时，法院和检察院都成立了专门化机
构，推动环境资源案件办理进入快车
道，并通过推广环境保护令、支持环
境公益诉讼、开展巡回审判、建立司
法联动机制、开发“一院一主题”等措
施，为生态信阳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统计资料显示，该市已批捕、起
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159 件 202
人，其中环境污染案件 26件 28人、非
法占用农用耕地案件 35 件 50 人，同
时，有25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嫌渎
职犯罪的官员丢掉了“乌纱帽”。

智慧天网，守护平安大家园

第一乐章：

不断创新，司法拥军固长城

第四乐章： 楚风豫韵星满天楚风豫韵星满天协奏曲：

专业服务，普降法治及时雨

第二乐章：

序 曲
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一句话概括了信阳市的独

特地理位置。
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被誉为山水茶都。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这里

交融，形成了信阳独特的人文环境。她是全国唯一连续9年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
市”的城市，被冠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美

城市、“一带一路”最具开发潜力城市等头衔。
和美画卷背后，离不开法治力量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信阳市政法系统忠诚履行维

护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坚持法治引领，注重改革创新，
着力破解难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共同奏响一曲时代的乐章：该市被中央

综治委确定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全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暨‘雪
亮工程’建设示范城市”，是唯一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信访工作先进城市”的城市，

2016年被评为“中国最安全城市”……
良田美池，阡陌交通，桑竹遍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今

天，就让我们在和美之中共同感受法治信阳新乐章。

同频共振：

仗剑拱卫，灵山秀水好生态

第三乐章：

“雪亮工程”是以县、乡、村三级综
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
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
性治安防控工程”。它通过三级综治
中心建设把治安防范措施延伸到群众
身边，发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
监看监控视频，共同参与治安防范。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称
之为“雪亮工程”。

自 2014 年起，信阳市大力推进以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为主要内容的

“天眼工程”建设，连续3年把治安视频

监控系统建设列入市政府惠民十件实
事之一。2016年9月，信阳市被中央综
治委确定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全
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
作暨‘雪亮工程’建设示范城市”。截
至目前，该市已建成市、县、乡三级公
安视频监控平台和市、县、乡三级承载
网络；联网接入一类视频监控管理平
台 8013 个，建成监控中心 15 个、标准
化监控平台188个，安装一类监控设备
6600个，整合城乡监控设备13万个，实
现了公安系统“市县乡三级平台、市县
乡村四级联网”。

新闻眼：“雪亮工程”

a小调：
一名弱女子的感谢

“感谢司法局领导的关怀，感
谢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的辛勤工
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平静的生
活。”近日，潢川县双柳镇的张某
拉着信阳市司法局局长雷丽萍的
手感激地说。

张某的丈夫去世后，独自带着
3个孩子艰难谋生。人生的不幸已
让她备受煎熬，但令人想不到的
是，公婆为争夺她与丈夫共同添置
的房产，竟然将她告到法院。从没
到过法院的张某面对突如其来的
官司不知所措，夜不能眠。当地司
法局知道这一情况后，指派专职律
师援助承办此案。经过积极努力，
律师取得了扎实证据，最终通过艰
难的诉讼，法院驳回了对方的诉讼
请求。法援律师用心血和汗水维
护了张某的合法权益。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政府
给了我希望，让我有了继续生活
下去的勇气。”张某说。

b小调：
一场及时介入的调解

提起“医闹”，不少人都直摇
头，普遍认为这是个难以处置的
问题。然而在信阳市这类现象少
之又少，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立即会有“第三方”介入，让矛盾
及时得到化解。

今年 1 月，患儿丁某在当地
诊所打退热针后身体出现紫斑。
次日凌晨，孩子被送至信阳市某
医院救治，抢救无效死亡。紧接
着，其父母以“患儿第一次到医院
被拒收，延误救治时间导致死亡”
为由，召集其亲属近 300 人聚集
医院讨说法。一时间，剑拔弩张。

得知这一消息后，信阳市医
调委调解员及时赶到现场，宣讲
法律政策，制止患方家属的不理智
行为，维持正常就医秩序，同时引
导双方心平气和地面对面解决问
题。经过 8 个小时的耐心调解，双
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一起恶性群体
事件得以避免。

新闻眼：第三方

a小调：
一个渔民的自豪
微风轻拂，细浪跳跃，一群群鱼

儿自由自在地游弋……坐在自家的
船上，看着这一切，47 岁的胡庆林很
自豪：鲶鱼山水库又变美了，那些企
图在这里建房或者偷猎的人已销声
匿迹。

鲶鱼山水库位于商城县城西南 5
公里处，控制流域面积924平方公里，
湖中有大小岛屿数十座，动植物资源
丰富，还有净梵寺、温泉书院等人文遗
址。库区两岸山峦重叠，湖谷开阔，树
木郁郁葱葱，库区内有大小岛屿千余
座，素有“中原千岛湖”的美称。

因此，这里成为一些“土豪”建别
墅和偷猎者图谋不轨的地方。针对
这一情况，商城县检察院充分发挥监
督职能，加大对监管部门的查处力
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通
过检察院的不懈努力，建在水库中的
违法建筑物被拆掉，偷猎者也不敢再
跨进鲶鱼山水库一步。

“我在这里生活 20 多年了，能感

觉到随着大家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
的不断加强，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了。
在这里生活，我很自豪。”胡庆林说。

b小调：
一个农民的司法救赎

李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2016
年秋，为了扩大自家山林面积，在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办理采伐证的
情况下，擅自将本村集体所有林木故
意毁坏 230 棵。今年 3 月，李某被新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案件提起公诉前，公诉人组织
李某与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复绿
补种赔偿协议，约定由李某对被毁林
地进行补种和养护。补种后，林权所
有人协同林业主管部门定期进行检
查，监督李某履行协议。复绿补种赔
偿协议签订后，新县检察院根据李某
履行协议的情况向法院提出了量刑
建议，建议对李某从宽处罚。信阳市
中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根据规定，
对李某作出了相应处罚。

目前，李某正在通过自己的行动
为曾经的错误买单。

新闻眼：生态环境

a小调：
线上线下一样情
去年 10 月上旬，某工程团干事许

某的父亲在为业主刘某运输房屋装修
材料过程中，因催要所拖欠的款项，被
对方打伤住院。得到消息后，许某心急
如焚，回家吧，单位有事离不开；不回家
吧，老父亲实在让他牵挂。

“能不能在网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呢？”他想，如果能找到一条“绿色通
道”就好了。许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登
录信阳市涉军维权信息平台，反映了父
亲面临的情况。让许某没想到的是，当
地公安机关得知情况后迅速行动，立即
介入了此事件。迫于压力，逃走的刘某
很快到派出所自首，当天便如数支付了
拖欠许某父亲的款项以及医疗费用。

近年来，信阳市有 85%的涉军案
件纠纷是通过维权网络第一时间发现
和解决的，有 70%以上的涉军纠纷做
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b小调：
军属就是咱亲人

生活在信阳市的小叶是解放军驻
某部军人叶某的妻子，因为一起交通
事故，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信阳当地对
军人军属的真情。那时小叶正处于孕
期，骑电动车时被一辆轿车撞倒，导致
腰部及腿部受伤，被医院诊断为先兆
性流产并实施流产手术。家人追究肇
事者责任时，对方态度蛮横，拒绝和解
赔偿。正在外执行军事任务的小叶丈
夫得知情况后，当即打电话向信阳市
浉河区涉军维权服务中心反映情况。

“官兵后方的家务事，连着前方的
训练场。”浉河区人武部领导看到信息
后，当天便帮助小叶将肇事者起诉至浉
河区法院。接到案件后，浉河区法院高
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以副院长为组长的
专案组，督导办案法官走绿色通道。

一个半月结案，小叶依法获得了
赔偿。

新闻眼：信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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