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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们辖区344天零发案，
2020 年我们赶超 2019 年，再创新高。”
公安部命名的首批枫桥式派出所——
新密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王晓龙
的声音里是满满的喜悦和自信。

这份自信来自河南“一村（格）一
警”战略7年来的持续推进。2014年以
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持续推动以“转
作风、强基础、化矛盾、保民安”为主题
的“一村（格）一警”战略，形成了依托
7671个警务室、3.9万个警务工作站覆盖
全省的“一村（格）一警”组织体系，建立
了以优秀党员社区民警、辅警兼任村
（居）党支部副书记和非党员社区民警、

做强“桥头堡”夯实社会和谐稳定基石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核心提示

公安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
层，而派出所工作正是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的重中之重。
2020年，特别是3月份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派出

所工作会议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各地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脚
板+科技”，以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载体，持续深化“一
村（格）一警”战略，着力推动派出所系统性重塑、整体性变
革，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服务便民化、队伍正规化水
平明显提升，不断开创新时代派出所工作新局面。

2020年，全省有5个派出所荣立集体一、二等功，
两名派出所民警被授予“二级英模”称号，22名派出
所民警荣立个人一、二等功，有3名派出所民警为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献出了宝贵生命。

基层基础实，则社会治安稳。全省公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攀升，从 2014

年 的 91.08% 和 86.91% ，提 升 至
2019年的96.36%和94.27%，

分别提升 4.56 和 7.36
个百分点。

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是实
现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
重要保证，是公安工作和队伍
建设的生命线。

全省各派出所以党建引
领队建，常态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广
泛设立党员活动室，充分发挥
党员民警先锋模范作用。以
全省公安思想政治大练兵为
抓手，全力推进疫情防控战时
思想政治、政治主官政治评
价、学习贯彻训词精神等三项
重点工作，开拓形成思想政治
工作法、我是指导员小小思政
课、政治主官述职制度、民警
思想活档案、政治主官理论知
识 网 考 督 学 等 五 项 创 新 机
制。积极开展“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作用，涌现出以兰考县
公安局坝头派出所为代表的
一批优秀典范。

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明
确派出所不办理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和专业性强、需要专业
侦查手段以及非本辖区发生、
跨地区作案的刑事案件，切实
把专业警种为主办理刑事案
件机制落到实处。

全省 18 个试点县区派出
所深入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
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打一
场刀刃向内、整风肃纪的攻坚
战，提炼一批各具特色的做
法，形成一批不同类型的成功
经验，为2021年全面开展教育
整顿活动奠定坚实基础。

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
省公安厅多次举办全省视频
培训会，组织 8 批基础业务培
训班和29次专题培训班，全省
5万余名社区民警、辅警参加培
训；连续10年开展全省户籍民
警、社区民警岗位练兵比武竞
赛活动，先后为10名优秀基层
民警申报全省五一劳动奖章，
100名优秀户籍、社区民警获得
省公安厅通报表扬，600余名优
秀户籍、社区民警被授予工作
标兵等荣誉称号。

“下一步，我们将强优势
补短板，进一步重视推进县域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加
大派出所保障力度，进一步加
强信息化顶层设计，不断开创
新时代派出所工作新局面。”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依法履职
派出所队伍建设
提档升级

顶层设计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餐厅、伙房宽敞明亮，洗浴间、健身房
设施齐全，良好硬件环境在充分满足民警
工作生活需要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民警
的工作热情，真正做到了安下身、倾下心、
扎下根。”作为基层基础建设的受益者，新
郑市公安局郭店派出所所长李军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支持派出所
工作，连续两年把加强以派出所为重点
的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列入省委常委会工
作要点，连续五年把“一村（格）一警”工
作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

省委印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加
强新时代河南公安工作的实施意见》，
将公安基层基础建设项目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要求全面建设“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

省公安厅以2020年1号文件的形式
印发《河南省公安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公
安派出所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制订出台
三年行动计划，为全面加强新时代派出
所工作指明了方向。

厅党委将派出所工作列入厅党委确
定的“1+3+5”总体公安工作战略布局，组
织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全省派出所基层基
础攻坚战，大力推进高质量派出所建
设。建立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一把手”
牵头负责，领导分包联系，警种部门指导
帮扶派出所工作机制。建立“一村（格）
一警”省级财政补助机制，省财政每年拨
付3亿元作为“一村（格）一警”经费补助。

全省 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城
区警务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一区一分
局、一乡镇（街道）一派出所”逐步到位。
派出所民警占县级公安机关总警力达到
40%以上，社区民警占派出所总警力达
到 40%以上。全省共有派出所 2621 个，
已基本消灭 5 人以下派出所，实现了民
警备勤休息“城市一张床、农村一间房”。

战略推进
“一村（格）一警”
全面夯实公安工作根基

辅警兼任村（居）委副主任为支撑的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强化体系，搭建了
以警调对接、警法联调为主干的矛盾
化解联动体系，开发了汇聚 16 大类
高频数据直通省公安厅大情报的智
能化工作平台，以“三体系一平台”为
骨架，以全面融入全省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警务机
制大变革为牵引，积极探索警务机制
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

特别是 2020 年下半年以来，河
南公安聚焦行政村、社区这一社会
治理的基础细胞，结合“百万警进千
万家”活动，以“零发案、零事故、零
非访、零黑恶、零黄赌毒”为主要内
容，组织开展了“一村（格）一警”“五
零”平安村居创建活动，通过落实好

“发现、防范、化解、服务”四项职责，
努力以村格的小平安，汇聚巩固全
省大平安。全省“两抢”案件同比下
降22.9%，盗窃案件同比下降27.6%；
全省实现“五零”目标的社区 4060
个、行政村 37580 个，分别占全省社
区 总 数 的 65.8% 、行 政 村 总 数 的
81.9%，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五零”平安村居创建活动，集融
合、创新、强化、提升于一体，已成为
河南推动“一村（格）一警”工作落实
的重要载体，成为强化基层民警战斗
力、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的系统性工
程，也逐步形成了抓好“一村（格）一
警”工作落实的新的完整体系，将原
有“一村一警”“三体系一平台”的警
务模式升级为“四体系一平台”，从而
进一步丰富了村格警务的内涵。

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
大省。维护好全省社会大
局稳定，根基在农村，难点
在县域，县域稳则全局稳。

2020 年以来，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打造黄河流域治安防控
体系省级示范区和县域社
会治理示范点，省公安厅以
兰 考 县 为 试 点 ，在“ 一 村
（格）一警”智能工作台的
基 础 上 ，全 力 打 造“ 一 村
（格）一警及社会治安防控
实战平台”，融合智慧社区、
智慧巡防、智慧检查站、重
点人管控、智慧内保等若干
子系统，并对原有旅馆业等
治安业务信息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实现信息智慧采
集、数据智慧应用、情报智
慧推送、治安智慧管理、风
险智慧防控，实现对重点物
品和重点人员的全时空感
知、全闭环管理、全流程追
溯，全面提升县域社会治理
和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公
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
长王小洪作出专门批示予
以充分肯定。

试点先行
强化县域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

全省公安机关不断开创新时代派出所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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