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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篇章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领导访谈

走进新时代，共赴新征程。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等要求。“政法系统要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牢牢把握政
法机关的政治属性，毫不动摇地坚持政
治建警，持之以恒地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满
意度。”在谈到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政
法队伍建设时，邵明杰满怀信心地说。

近期以来，永城市政法单位积极掀
起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把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明显增强。同
时广大政法干警还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精确标
定新时代政法干警的职责使命，一支信
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政法队伍逐步打造成型。

“政法机关要学习运用党的十九大
精神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把思想站位提升
到一个新境界，强化使命，勇于担当，在
岗位上要有新作为，在推进改革发展上
有新突破，在全面从严治警上有新成
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
力开创永城政法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党
的十九大确立的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
贡献。”邵明杰说。

（记者 祁飞 通讯员 邵长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注重培
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
求的能力。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基
层干部队伍。一是加强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整合公安、司法、民政、信访、
人民法庭等基层力量，把市、乡、村三
级综治中心建成协作配合、便民利民
的工作平台，实现综治中心、为民服务
中心和网上服务平台的无缝对接、深
度融合。二是加强网格专兼职队伍建
设。组建专业化的网格管理队伍，组

织执法服务部门机关人员全部下沉网
格，在网格内加强基础信息采集、社情
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
解等工作，变静态管理、被动应对和条
块分治为动态治理、主动服务和协同治
理。三是加强教育培训。增强社区和网
格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创新意识、服务
意识，提高学习本领、群众工作本领和狠
抓落实本领，把社区党支部和网格党小
组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
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
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李会范）

武装头脑 扎实工作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访永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邵明杰

重心下移 夯实基础
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
——访邓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建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的新要求，为我们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
向。邓州市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
市、人口大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农村变革的不断深化，基层组织
的管理和服务功能相对滞后，必须坚

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增
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
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邓州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程建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深化依法治
国实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
战略部署，为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
法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十九
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公正、
安全的新期待。”永城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邵明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深入推进平安永城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邵明杰说：“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求，准确把握社会治理规律和阶段
性特征，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
方法创新，不断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筑牢平
安永城的铜墙铁壁。”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
产权、人格权。近年来，永城市不断加
大社会面的防控，最大限度地把警力
摆上街面，有效压缩了犯罪空间。为
了让社会更安定，百姓更安宁，永城市
委市政府不惜财力加大人防、技防、物
防投入力度，实现了“一村一干一警”、
视频监控、平安大喇叭、蓝天卫士“四
个全覆盖”，立体化、动态化、信息化条
件下的治安防控体系在维护永城市社
会治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今后，永
城市将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强化“大

数据”思维，推进“大基础”工程，加快
推进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切
实维护公共安全。

邵明杰说，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放
大“一村一干一警”综治联动工作经
验，深入开展矛盾大排查、问题大化
解、隐患大消除、普法大宣传，夯实和
谐稳定基础，防止矛盾积累、激化、上
行，坚决防止“民转刑”命案发生。加
快乡、村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升综合治
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夯实平安建设基础。全市政法机
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
识，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全
力推进依法行政，把依法治市工作不
断引向深入，把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
轨道，为永城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
治服务环境。

注重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邵明杰说：“党的十九大精神给我
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不
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加强
和改进信访工作，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坚持领导接访和下访制度，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信访
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健全完
善三级“公民恳谈日”和“群众家门
口的信访局”工作机制，层层推进领
导干部接访、下访，及时就地解决群
众 合 理 诉 求 ，促 进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
全面推进依法逐级走访工作，以乡、
村两级综治中心为平台，把各种资
源尽可能地向基层倾斜。在谈到诉
访分离时，邵明杰认为，要将信访工
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积极推进涉法
涉诉信访机制改革，引导群众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建立涉法涉诉
信访事项退出普通信访领域后的有
效善后衔接机制，确保涉法涉诉事

项“ 分 得 出 、接 得 住 、稳 得 了 ”。 同
时，认真落实司法救助制度，保障困
难信访人打得起“官司”。

邵 明 杰 说 ，永 城 市 委 市 政 府 在
贯 彻 落 实 党的十 九 大 精 神 的 基 础
上，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出台了

《永城市平安文明创建实施意见》和
《永城市平安文明创建奖惩办法》，
在全市开展平安文明村（社区）、平
安文明乡（镇）、平安文明市直单位创
建活动。被评为平安文明村（社区）的，
其辖区居民在就学、就医、出行、养老、
住房等方面将会享受到有关奖励补
助，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平安
文明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推
进平安永城建设。2017 年 12 月，永城
市针对第一批申报的 388 个村（社区）
进行考核验收，共有 312 个村（社区）
符合平安文明村（社区）创建标准，有
关奖补措施将于今年 1 月落实到位。

大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做实网格管理，充分发动群众，不断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社会化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层
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基层是一切工
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
实到城乡、社区。近年来，邓州市社会
治理网格化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城乡
社区的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社会治
理的基础就越实、越牢。要遵循“相对
集中、便于管理、界定清晰”的原则科
学划分网格，在网格内建立党小组、理
事组，按照“权随责走、财随事转”的原
则，把资源、服务和管理下沉到网格，
交给乡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工作人员，
让基层有权有责有物，搭建起党员干

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
力和向心力。在网格内，充分尊重和
落实社区居民依法民主自治的权利，
发展壮大群防群治队伍，扎实推行十
户联防、邻里守望等措施；积极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
务；全面收集掌握人口、房屋、单位、街
道、党建等基础性数据信息，建立台
账；完善排查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把
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广泛发动
群众，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
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的生命权、财产权、人格权。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不断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法治化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
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和群众法治意识的逐渐增强，简
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合时宜。礼
法并施，德法兼容，是中华民族长期以
来探索形成的社会治理之道。要按照
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组织全市党员干
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积极营造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引导群众依法行使
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健全完善各
种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
章程等“软法”性质的社会规范，充分发
挥这些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加强信访法治化建设，坚持以解决问题
为根本，换位思考，法情并重，化解矛盾
隐患，注重社会效果。

建好信息平台，提供便捷服务，不断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智能化水平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增强改革
创新本领，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
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要求，加快推进“互
联网+政府服务”工作，推动大数据、移
动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应用，
建设智慧城市。一是高标准建设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把“互联网+”融入基层
组织建设和社会管理，以社区和网格为
基本单位，建立覆盖全市的基础信息数
据库，全面落实政法综治、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项的网上办
理工作，做到“应上尽上、全程在线”，构
建政府、公众、企业共同参与、优势互补
的政府服务新局面。二是实现社会矛

盾、治安形势、风险隐患精确预警。将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特殊人群服务管
理、治安防控等工作全部纳入信息平
台，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把握和预
判各类民生诉求，关联发掘重大热点难
点问题和矛盾隐患，提高发现预警能力，
形成集信息共享、部门联动、综合研判、
跟踪督办、应急处置于一体的工作体
系。三是深入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
网应用建设。以“雪亮工程”建设为载
体，以公安机关视频图像共享平台为核
心，强化系统联网，健全共享机制，运用
数据挖掘、人像比对、车牌识别、北斗导
航等现代技术，提高综合应用水平。

建好综治中心，充实网格人员，不断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专业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