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太康县成果展之二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潘布道

上下联动齐发力，接地服务让群
众“暖心”

县级领导干部带头入村。每月的“村务日”，
该县四大班子领导主动深入所联系的乡、联系的
村参加座谈，面对面听民声、查实情、解难题，变听
汇报、接访为主动“下访”。乡镇干部坐镇指导。“村
务日”当天，包村乡干部深入群众集中走访、集中排
查、集中化解，并将稳控措施以及稳控状况于“村务
日”当日登记上报乡镇综治中心。村干部坐班服
务。除“村务日”村干部全员参与调处矛盾纠纷外，
该县实行村干部轮流在村委坐班制度，保证让群众
有事能找到人说、有矛盾能找到人调解。

多轮驱动聚合力，及时化解让群
众“开心”

借助“村务日”平台，该县整合综治、信访等各
方面的力量，着力构建县乡村一体化的群众矛盾

化解机制。
县级明晰案件性质，突出“研”字。针对存在

问题，该县采取查阅资料、听取汇报、走访当事人
等方式，做到历史事实清楚、问题性质清楚、政策
解释清楚、处理原则清楚。确定包案领导，按照

“一会四联”工作机制，每周对全县信访问题和疑
难复杂矛盾纠纷会商研判，研究化解和稳控方案，
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主动仗”。今年以来，该
县累计召开研判会 44 次，研判复杂矛盾纠纷 49
件，化解稳控 45 件。

乡镇发挥道德法庭作用，突出“化”字。在全县23
个乡镇组建“道德法庭”，聘请退休乡干部、老村党支
部书记、老法律工作者担任道德法庭矛盾纠纷调解
员，实现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目标。截至目
前，该县通过道德法庭解决各类矛盾纠纷385件。

村级推行原点工作法，突出“调”字。以行政村
两委班子为主体，对本村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采
取“原点发生、原点研判、原点化解”的办法，能为

群众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利用
“村务日”组织党员、群众代表等商议、评议，确保
矛盾不上推、问题不出村，问题化解稳控在前沿。
通过“原点工作法”，该县 775 个行政村有 668 个实
现了“零上访”。

健全机制共努力，完善服务让群
众“安心”

建立村民代表联系户机制。开展村民代表推
选活动，每 5 至 15 户推选一名村民代表，定期将了
解到的矛盾纠纷提交至村“两委”，做到未雨绸
缪。在“村务日”活动中，由村民代表把制订的化解
方案向当事人公布，村民集体评议，确保让当事人
满意。目前，该县实现了村民代表覆盖率 100%，极
大提高了矛盾化解效率。实行重大问题听证机制。
对长期不能化解的矛盾纠纷，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法官、律师、纠纷当事人等召开听证会，讲情、讲
理、讲法，争取群众理解，促进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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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九“村务日”化解矛盾时

本报讯（记者 孙梦飞 通讯员
周庆华康锦）“根据检察机关的建
议，我们及时进行了整改……”近
日，郑州市二七区卫生计生监督
所所长李金力专程赶到二七区检
察院，就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
反馈。

今年 7 月，公安机关就犯罪
嫌疑人葛某涉嫌非法行医一案向
二七区检察院侦监科提请批捕。
考虑到案件背后可能存在行政机
关怠于履职问题，侦监部门及时
将案件线索移交民行部门。民行
部门随即介入审查，发现葛某在
不具备行医资格条件下，非法行
医长达近 12 年，未被监管部门有
效查处，以致出现致人死亡的后
果。“我们认为相关监督管理部门
存在怠于履职行为，遂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其对辖区范围内的医
疗机构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对非
法行医行为及时处罚，有效制
止。”二七区检察院民行科科长周
清水说。

接到检察机关建议后，二七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通过建立打击
非法行医红黑榜、制定打击非法
行医巡查制度等方式，不断巩固
打击非法行医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
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该院负责人表示，为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
政，他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行
政执法专项监督”活动，以行政执
法监督和公共利益保护为工作重
心，围绕党委关心、群众关注的重
点领域开展监督工作。

“今后，我们将充分发挥新形
势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强化这方面工作。”周清水说。

郑州市二七区检
察院强化监督保民生

本报安阳讯（记者 张书锋 岳明）12月4
日下午，根据安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
忠良指示要求，安阳市委政法委召开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

会议听取了安阳市直政法各部门有关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工作汇
报，邀请了河南法制报社、安阳日报社、安
阳广播电视台有关负责同志就宣传工作经

验进行了分享交流，对全市政法系统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指出，全市政法系统按照省委、
市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高度重视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取得了明显效
果。全市政法系统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
法，与全市政法系统正在开展的“抓、树、
创”战略创新活动结合起来，推动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全面深入开展。要切实抓好
领导干部专题深入学习和政法干警普遍
持久学习。要加强阵地建设，支持媒体发
展，充分利用媒体做好政法宣传，要通过

《河南法制报》等主流媒体全面展示全市
政法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维护稳定、平安建设、
队伍建设的新举措、新经验、新成果。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
剑锋 通讯员 刘义琳）近日，驻马店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孙巍峰专门抽出时间，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了市委政法委第一党支部的专
题组织生活会，与支部同志面对面交流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体会。

孙巍峰说，大家要全面掌握新时代法治
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融入到具体工作实践之中。政治部和办公
室作为市委政法委的参谋部、司令部、后勤
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要求，做新
时代“五有”合格党员。要有忠诚品格，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推动
中央、省委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要有
规矩意识，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要有担

当精神，必须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敢于
担当，履职尽责、善做善成，切实把自己承担
的工作干好。要有务实作风，发扬“钉钉子”
精神，践行“马上办”理念，出真招、办实事，下
真功、求实效，做有为之人。要有过硬本领，
注重学习积累，勤读有字之书，善读无字之
书，切实提高政治思考能力、系统谋划能力、
执行落实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

本报长垣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
玮 安丽莎）“学习党的十九大，我们心里乐
开花……”来自长垣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 3
名民警用方言表演的快板《走进新时代》，拉
开了长垣公安文艺轻骑兵基层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序幕，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12 月 1 日，长垣县如意苑广场人气爆
棚。一大清早，老老少少就已经来到广场上

“占”好位置，等待这场别开生面的宣讲巡

演。朗朗上口的快板、悦耳走心的豫剧、激
情昂扬的诗朗诵……文艺轻骑兵们用百姓
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
送进百姓心中。

观看演出的蒲西居民崔大爷说：“通
过文艺节目的形式，我们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听得更明白，记得更清楚，理解得也更
透彻了。”

据了解，今年年初，长垣县公安局选取

各单位优秀文艺骨干组建了长垣公安文艺
轻骑兵。该局局长封民表示，为让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红色文艺轻
骑兵们精心编排节目，用最接地气的艺术
形式把党的十九大精神送进千家万户，让
更多的群众在欢声笑语中领会十九大精
神，不仅密切了警民关系，展现了长垣公安
新时代为当地发展保驾护航的决心，广大
民警也在巡演中受到新的思想洗礼。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12 月 4 日下午，南阳市举行“法治的
力量”2017 首届南阳十大法治人物颁奖典
礼。南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生起，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景然，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朱海军，市政协副主席庹军，
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出席颁奖典礼。

为 深 入 实 施《法 治 南 阳 建 设 纲 要
（2015—2020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
精神，推动全社会培育和树立法治意识和
法治信仰，总结、宣传和讴歌先进模范人
物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推进全面依法
治市，展示法治建设成果，南阳市全面依
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南阳市

首届“南阳十大法治人物”评选表彰活
动。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
广泛参与，经过推荐、公众投票、组委会评
定等程序，该领导小组决定授予王应强等
10 名同志首届“南阳十大法治人物”称号，
表彰他们为推进南阳市法治建设作出的
突出成绩和积极贡献。

巡演进广场一片欢笑声

学习要持久宣传见“三新”

长垣县公安局文艺轻骑兵接地气

实事“马上办”做有为之人
驻马店市委政法委党员面对面畅谈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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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辖 23 个乡
镇、775个行政村，总人
口 151 万，耕地 171 万
亩，是人口大县、农业
大县，基层矛盾纠纷和
遗留问题较多。为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该县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以群众的
身 份 解 决 群 众 的 问
题”，结合农村习俗，利
用逢九“村务日”，把农
历每月的初九、十九、
廿九定为全县矛盾纠
纷集中调处日，组织领
导干部、群众代表等参
与矛盾纠纷化解调处，
实现了新矛盾不激化、
老问题得解决的目标。

一线干警履职爱民谈体会
我学习 我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