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王
晓
磊
通
讯
员
王
霖\

文
图

——新郑市平安建设工作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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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政法综治工作回眸及展望大型系列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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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新郑市委政法委在新郑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
郑州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
郑”这一主线，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亮点纷呈，成绩显著，圆满完成
了各项目标任务，全年没有发生重大不稳定事件，有效维护了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

去年以来，新郑市持续推进三级综治
中心建设。市级综治中心负责指导、协调、
督导全市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乡（镇、办）
综治中心重点建立政法干警、专职综治、信
访稳定、巡防巡消、人民调解、平安志愿者、
专业保安、流动人口协管员、技防监控等 10
支队伍，协调推进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和平安建设工作开展；社区（村）综治中心
聚合驻村民警、平安志愿者、网格管理员、
包村干部、民调员等 5 支力量，开展送平
安、送服务、送温暖等活动，打造群众家门
口“服务平台”。

目前，新郑市已建立乡（镇、办）级综治
中心 14 个，配备专职综治专干 34 人，建立
社区（村）综治中心 257 个，整合进驻工作
人员 1472 名。同时，在全市各乡（镇、办）
综治中心设立心理咨询室，共有心理咨询
工作人员 449名，目前已为 178名群众提供
心理服务。在此基础上，新郑市深化平安
创建活动，有效拓展平安创建的深度和广
度,全市重点领域和行业“平安细胞”创建
覆盖率达 100%。

新郑市规范各级矛盾调处中心建设，
依托市矛盾调处中心，推进 13个行业性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专业优
势调处矛盾；在乡镇、街道，整合综治办、司
法所、法庭、信访办等职能，提供矛盾调解
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大事不出镇；在村、
社区，以村综治中心为平台，组建以村干
部、民调员、社区民警、村法律顾问为主体
的调解队伍，确保小事不出村。截至目前，
全市各级矛调中心共调解案件 8895 余起，
调成率达 99%以上。同时，全面推动公共
法律服务站（室）建设工作，全市 13 个乡
（镇、办）全部建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282 个社区（村）全部建有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室，更好地满足社会多层次的公共法律
需求。

他们奋斗的脚步愈加铿锵……夺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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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岗守卫家园平安

鉴于 2018 年上半年新郑市群众
安全感调查成绩不理想，2018 年 6 月
21 日，新郑市召开群众安全感及执
法满意度双提升工作会议，查找不
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建武
出席会议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开展“进千户”摸底调查，每个乡
（镇、办）要走进不低于 1000 户居民
家中，了解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真正“沉下去”，将群众
感觉不安全的原因和对平安建设工
作不满意的地方“摸上来”，有的放
矢、全力整改，确保群众安全感和执
法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

针对群众反馈较多的问题，新郑
市公安局在新郑市委政法委的指导和
支持下，坚持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
抓手，围绕“黑恶犯罪、现行命案、侵财
犯罪、经济犯罪”等影响群众安全的违
法犯罪穷追猛打。

“本来就不抱希望了，真没想到
咱们民警办案效率这么高，这么快就
帮我找回了丢失的电动车，你们辛苦
了。谢谢……”退赃仪式上，王某领到
失而复得的电动车时高兴地说。

2018年11月12日，新郑市公安局

在龙湖镇华南城广场举行退赃仪式。
该局在“10·15”专案组成立的 20多天
里，连续打掉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6
个，抓获嫌疑人 17 名，为群众挽回经
济损失30余万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8年以
来，新郑市刑事类警情 5064 余起，同
比下降 9.6%，其中盗抢骗案件同比下
降 6.7%；现行命案发 4破 4，侦破命案
积案 2起；主动进攻侵财犯罪，综合运
用合成研判、专案打击手段，不断扩大
打击战果；侦破一新型电信诈骗“套路
贷”案件，刑拘 17 人，该案被中央、省
市多家媒体报道；持续打击“黄赌毒”
丑恶现象，坚持每周研判、异地用警、
专案专营等举措，严防黄赌毒警情反
弹，刑事拘留黄赌毒犯罪嫌疑人、行政
拘留人，收容教育人，社区戒毒人同比
分别上升 41.1%、4.8%、42.6%、45.5%；
严厉打击经济违法犯罪，通过集群战
役、专案攻坚，依法严厉整治严重破坏
经济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非法集资、
制假售伪和电信诈骗等犯罪，维护市
场经济和金融监管秩序，各类经济
案件立案 37起，破案 20起，刑拘
41人，挽回经济损失2.6亿元。

为民生 让平安之树硕果累累

“凤台苑 7号楼 2单元一地下室
着火，请正义哥支援……”很快，正义
哥立即赶到现场维护秩序，并拨打
119报警电话，消防车辆到现场后及
时控制火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避
免了财产损失。

“新郑正义哥”是新郑市委政法
委、市综治办组建的一支有8000余名
成员的平安志愿者“大军”，他们包括
小区楼栋长，企业、学校、医院的保
安，村组、社区的党员、干部等。他们
依托社区（村）综治中心，展现了平安
建设群防群治的强大力量，为完善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促进城市文明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去年以来，新郑市着力健全点线
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
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地区长治久安。

在技防网络方面，新郑市进一步
加大全市视频监控摄像头“雪亮工
程”的建设力度，对全市3.3万个视频
监控摄像头及时进行维保，实现“全
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
控”；在人防管理方面，该市建立公安
机关“特警屯点、交警巡线，派出所控
面”的专业巡逻值守机制，市、乡（镇、
办）两级治安巡防队伍 24 小时在街
道、社区、广场、公园等处巡逻，“新郑
正义哥”平安志愿者义务巡逻队活跃
在城乡，全市可防性案件大幅下降；
按照省综治办建设综治视联网的安
排，新郑市在市综治中心和 15 个乡
（镇、办）综治中心建设完成了综治视
联网。

在新郑市委政法委的大力支持
下，新郑市公安局投资 4000余万元，
建设了高清探头、报警柱等一大批高

新设施，为打击犯罪再添利器，进一
步织密了视频监控网络。新郑市综
治办出台《关于做好全市视频监控摄
像头联网工作的通知》，推进全市行
政、企事业单位等视频资源联网。推
进视频建设在刑事打击、交通管理、
重点人管控等方面的应用，向科技要
警力。2018年以来，该市利用视频监
控协助破获刑事案件68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52名。打造智慧小区样板，在
孟庄镇双唐社区、龙湖镇林锦店社
区，采集社区基础信息7.8万余条，充
分利用合成研判平台进行实时信息
核查，推进智慧小区试点建设，探索
出经验后，在全市推广。

2018 年以来，新郑市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营造了浓厚的平安建
设宣传氛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以宣传活动为点，提升平安宣传
影响力，由法检公司分别派出宣传员
组成“宣传小分队”，每月两个乡镇，
走进田间地头进行宣传活动；以媒体
宣传为线，提升平安建设知晓率，充
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力量；积极发挥新
媒体平台的作用，以政法各部门微信
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为阵
地，展示政法队伍风采，让群众了解

“平安新郑”工作，积极参与到“平安
新郑”创建中来；以行业宣传为面，提
升平安宣传实效性，动员全市各职能
部门，结合本行业特点，开展有针对
性的宣传工作。其中，市水务局利用

“世界水日”宣传活动，大力宣传防溺
亡等安全防范知识；市科协利用科普
大篷车和科技下乡的时机，播放反邪
教警示教育片；市交运局对全市所有
公交车、出租车LED屏内容进行了更
新，并动员司机积极加入到“新郑正
义哥”队伍中……

“治安环境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
好，我们在这住得舒心、安心、放心。”近日，
正在广场晨练的新郑市民王大爷高兴地
说。

“自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新郑市高度重视、坚决落实，并取得初
步成效。”新郑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建
武说。

新郑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刘建武任组
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定期召
开会议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分析研判
工作形势，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在
全市范围内进行领导干部层层谈话，层层
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新郑市采取固定
标语、走访入户、广播会议、专栏板报、微
信微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让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各项政策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在新郑市形成了扫黑除恶的强大宣传
攻势。截至目前，新郑市共设置固定宣传
牌（栏）1100 余块，刷写墙体标语 2700 余
条，累计悬挂条幅 4700 余条，发放宣传品
21.8 万件，群发短信 1.7 万条，开展集中宣
传活动 286 场（次）。新郑市实行 24 小时
电话接访制度，在全市设置 511个举报箱，
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线索举报，积极发动各
单位按照行业和属地做好线索排查，扎实
推进涉黑恶线索核查工作。

新郑市组织侦办力量组建打击专班，
特别是对线索核查出的群众反响强烈、社
会影响恶劣的涉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和案
件，集中力量、全力破案，迅速形成对涉
黑恶犯罪的压倒性态势，目前已判决涉黑
恶人员 172 人。同时，组建了打“伞”专业
队，紧盯涉黑恶问题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
域，对涉黑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优先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力净化
了政治生态。

新郑市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基层组织建
设有机结合，向被打掉的“村霸”所在村派
驻工作组，及时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
织，配齐配强新的“两委”班子，切实做到了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既有力
打击震慑了涉黑恶势力犯罪，又有效铲除
了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巩固了基层政权。

在扫黑除恶的基础上，新郑市加大“六
黑”专项整治行动（黑保安、黑出租、黑物
业、黑中介、黑渣土车、黑停车场）工作力
度，梳理、研究全市存在的“六黑”社会乱
象，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进行治理。

回眸2018，展望2019，新郑市将进一步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综治基层基
础工作、深化平安创建活动、深入排查化解
各类不稳定因素，致力打造平安、和谐、幸
福、美丽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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