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创新平安建设
让基层治理井井有条
——南乐县平安建设工作亮点撷英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朱志刚 马豪杰王芋岩/文图

平安驿站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需要人指导种植找驿站，遇到麻烦
事需要帮忙找驿站，休闲的时候还可以
找驿站，这里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
南乐县张果屯镇联富蔬菜种植园区的种
植户们说。他们口中所说的“驿站”叫作
平安驿站，是张果屯镇党委的群众服务
点。据介绍，平安驿站集服务、调解、预
警、保护、打击等职能于一体，旨在为周
边 12 个村的种植户提供优质社会服务。
张果屯镇主任科员张志杰介绍说，平安
驿站分为“服务区”“宣传区”“智慧区”3
部分，在为群众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发挥
着调解矛盾纠纷、宣传平安建设以及运
用监控平台对各村和园区进行管理的职
能作用。“在大棚里干活儿时，我们随时
能通过手机看到家里的情况。需要反映
啥事直接去驿站找党员干部，可方便了，
我们很满意。”后孙黑村的种植户说。

平安驿站是南乐县“党建+社会治理”
模式的创新举措。在平安建设工作中，南
乐县突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把综治中
心设在党群服务中心里面，全县 12 个乡
镇、322个行政村实现党建综治阵地全覆
盖，1220个片组综治网格和党建“民情图”
合二为一，搭建了群众议事的便捷平台，
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形成以党组
织为领导、村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
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在“双报
到、双服务”和“百村万户”警民平安共建
活动中，全县 330 名政法干警和 540 名乡
村干部“一对一”分包行政村，逐户逐人开
展大走访活动，化解小矛盾、小纠纷、小隐
患、小问题、小案件 1.2万余件，真正把基
层党建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工作优
势，实现了以党建为领导，以综治平台为
载体，整合多方资源、提高服务意识的多
方共建、开放共治、成果共享的生动局面。

巡逻队调解队
群众德治自治的新载体

12月6日傍晚，南乐县寺庄乡前郭村
“夕阳红”义务巡逻打更队队员张付泽和
同伴们在治安巡逻亭集合完毕，准备开
始晚上的巡逻活动。“我们负责邱辛店、
王洪店、前郭这几个村，每天晚上 8 点以
后我们都要到村子里走上一圈子，看看
有没有吵架、打架的，有没有陌生人或者
陌生车辆，如果有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就
报警。”张付泽说。

南乐县注重发挥社会自治力量，组
建义务巡逻队和“五老”调解队两支队

伍，夯实了基层社会治安基础。该县根
据县域情况，或采取党员干部带头、适当
经济补助的方式，组建“夕阳红”义务巡
逻打更队；或在区域中心村设立联防中
心，各村轮流值班义务巡逻，形成了治安
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的工作机制。
为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
家族长、老模范”情况熟、威望高、有热
情、重亲情的优势，南乐县在 322 个行政
村均组建了“五老”调解队，进一步完善

“1+3+N”多元化调解组织，建立“诉调对
接”“公调对接”制度，努力做到“小事不
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全力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该县县委政法委建立
综治信息研判平台，对巡防队和“五老”
调解队上报的工作信息，定期开展信息
研判，对重点案事件跟踪管理，做到前端
处置，源头治理，有效提高了预测预警预
防各类风险能力和水平。同时，南乐县
各行政村成立道德评议团和人民监督
团，通过开展“最美南乐人”“厚道南乐
人”等评选活动，营造出崇德向善、善行
善美的浓厚氛围。

公共法律服务圈
基层法治建设的新途径

“要不是律师帮忙，我们两家的问题
怎么能这么快就被解决了？”近德固乡君
泽村的王某说。原来，他与邻居张某因
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该乡法律顾问团
及时介入并妥善处理了上述问题。

2017 年 6 月，南乐县开始实施“律师
进基层 服务全覆盖”工程，形成了“群众
点菜、律师下厨、政府买单”工作新机
制。该县县委政法委统筹协调市律师协
会、县知名律师等法律人才资源组建了
顾问团，县财政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
县、乡、村三级法律服务顾问团，建立起
完善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经费保障体
系。县法律顾问团由7名律师组成，各乡
（镇）法律顾问团由两名律师、两名法律
服务工作者和 3 名乡（镇）司法所人员组
成。每个行政村确保有1名法律顾问，法
律顾问每周坐班不少于两个工作日，法
律顾问个人详细信息、工作职责和监督
电话等在乡（镇）综治中心公示。全县共
签约律师 38 名、法律服务工作者 104 名、
人民调解员356名，实现县、乡、村三级法
律顾问全覆盖，形成了“城镇半小时、农
村一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今年以来，
各级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 1232 次，参
与诉讼和矛盾纠纷化解 1366 件，为群众
提供各类法律服务2万余次，全县上下形
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倪蒙/文图

12 月 14 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濮阳市中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执行工作情况
和拒执罪典型案例，安排部署“冬季
攻坚”专项执行活动。濮阳市各县
（区）法院迅速行动，全体干警投入
到为期 100 天的“冬季攻坚”专项执
行活动中，濮阳市中院党组书记、院
长徐哲与该院党组成员分别到各县
（区）督导执行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现场解决执行工作有关问题。

在对该市两级法院干警们付出
的艰辛努力表示慰问的同时，徐哲表
示，此次行动将集中清理未结执行案
件，集中执行涉民生案件，集中清理
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依法执行涉军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案件、涉民营企
业案件。濮阳市两级法院对有财产
可供执行的案件将进一步加大执行
力度和被执行财产的处置力度，规范
办理终本、终结案件，化解信访案件，
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市法院执行质效
和执行工作水平，整改、解决执行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三个
90%、一个 80%”的核心指标稳步提
升，推进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设。

今年以来，濮阳市两级法院按照
中央和上级法院的部署，紧紧围绕第
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强力开展执行攻
坚行动，积极构建综合治理解决执行
难大格局。濮阳市委书记宋殿宇在
濮阳市中院呈送的报告上作出批示：

“全市法院系统要始终坚持政治建
院，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始终坚守
公平正义，严格公正公开、规范程序；
始终关注群众关切，坚决破解执行难
问题，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新时代
司法更加公平正义。”在市委的高度
重视下，濮阳市各县（区）都倾力支持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为确保执行攻坚工作进展有序、
有力，濮阳市中院党组多次专题听取
执行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先后研究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夯实领导责任，推
进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意见》

《关于推进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案件
执行的意见》等文件，并成立由濮阳
市中院班子成员担任组长的 6个督导
组，分别对 6 个基层法院进行全面督
查。自 4 月份起，濮阳市中院每 10 天
对各县（区）法院执行质效和执行综
合管理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通报，
帮助县区法院抓重点、补短板，并将
情况通报发至濮阳市中院每个分包
领导、各县区法院院长和执行局长，

让每个环节的相关负责人都明白工
作进展情况和努力方向。同时，濮阳
市中院每月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排
名并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点评推
进会，排名第一的法院院长作典型发
言，排名末位的法院院长作表态发
言。排名末位一次的法院，濮阳市中
院约谈法院执行局长；连续两次末位
的法院，濮阳市中院对法院执行局长
诫勉谈话；持续落后的法院，濮阳市
中院对法院院长诫勉谈话。此外，在
审判团队建设中，濮阳市中院为执行
局配备 5 名员额法官，并配齐法官助
理和书记员。各县（区）法院执行岗
位也进行了大调整，共补充正式执行
干警 52人，举全力参与执行攻坚。

具体执行工作中，濮阳市两级法
院坚持“一把手”率先垂范、靠前指
挥，采取凌晨出击、错时行动等形式，
先后开展了“新春执行攻坚”“百日执
行攻坚”等专项行动，全体执行干警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意志，强力开展
执行攻坚行动。在濮阳市开展的涉
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等特殊主体执行
案件集中执行活动中，徐哲亲自给县
（区）委书记、监察委主任写信，促成
执行合力。各县（区）监察委对 110名
特殊主体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集体约
谈，促使 107 个单位或个人主动履行
了法律义务。今年 1 月至 11 月，该市
两级法院共判决拒执犯罪分子 90人，
拘传 2040多人，拘留 809人，罚款 17.5
万元。为确保涉案财产处置透明、公
开，使当事人利益得以最大化，濮阳
市两级法院坚持“网络拍卖是常态、
传统拍卖是例外”的原则，共上传拍
品 852 件，成交 458 件，成交金额 4.85
亿元，溢价率 18.27%，为当事人节约
佣金 2400 余万元，实现了全透明、零
佣金、零投诉的良好效果。为全方位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濮阳市两级法院
今年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1918 例, 共限制 21614 人次购买机
票，限制 10059 人次购买动车、高铁
票。今年 1 至 11 月，濮阳市两级法院
共受理执行案件 16193件，执结 12675
件（含 终 本 案 件），执 行 到 位 金 额
10.26亿元。

“‘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总攻
阶段，濮阳市两级法院要认真贯彻落
实最高法院和省法院决策部署，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各方合力，
集中智慧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确
保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
役。”徐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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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南乐县不断
探 索 实 践 新 时 代“ 枫 桥 经
验”，将平安建设工作与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相结合，构
建形成以“党建引领为主线、
抓好义务巡逻队和‘五老’调
解队两支队伍，组建法律顾
问团、道德评判团、人民监督
团三个团队”为主要内容的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的基层社会治理善治新体
系。该县连续4年被表彰为
全省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先
进县，连续5年被评为全省信
访工作“三无县”，公众安全
感和执法满意度连续6年位
居省市前列。

南乐县民警为群众发放平安建设宣传品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哲带领执行干警研判案件

吹响“冬季攻坚”号角
濮阳市两级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