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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楔定地界

“走转改”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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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百日行动”
中，平顶山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以全警实战大练兵为主线，打
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品牌警队。

优化巡防机制。该支队
统筹辖区特巡警、交警、派出
所 3支专业巡防力量，整合发
动医院、学校、金融单位、商业
综合体、物业小区等社会力
量，打造警种联勤联控、警民
联防联动的“1+3+N”新型巡

防综合体，构建起“快速响应、
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治安
防控新模式。

探索“预防警务”。该支
队在商圈、医圈、校圈等重点
部位设立“1、3、5”快反屯警
点，实行快速反应布防、特警
力量巡防、无人机空防的“三
位一体”巡控模式；在学校周
边科学安排警力与学生上学
放学同步巡逻防控，为广大师

生、学生家长构筑起一条安全
的道路屏障。

强化风险管控。该支队
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重点目标
及周边地区的巡逻防范、安全
守护，持续抓好快速处置小组
的社会面屯警巡逻工作，实现

“屯警街面，动中备勤”点位和
警力的补充，全面提高街面见
警率、管事率和控制力、震慑
力。 （卞小柯）

加强巡防 探索“预防警务”

本报讯 自“百日行动”开
展以来，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危爆大队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开展工作，下发预警研判涉
危线索 20 余条，依法立案查
处涉危刑事案件 5起，采取刑
事措施 34 人，查扣一批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

“百日行动”期间，该大
队为营造浓厚的“缉枪治爆”
氛围，充分调动人人参与整

治枪爆物品积极性，印制了
《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
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
法犯罪的通告》10 万余份，在
人员密集场所、涉危涉爆场
所、寄递物流场所、煤矿与非
煤矿山集中的乡镇级主要通
道进行张贴，鼓励人民群众
积极举报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活动线索。

针对网上涉枪涉爆线索

发现难、查处难的特点，该大
队全体民警依托治安管控综
合信息应用平台，攻坚克难、
加班加点，研发出网上涉枪涉
爆预警研判平台，网上网下涉
枪涉爆情报线索发现率和转
化率大幅提高。

“我们将严厉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坚决消除社会治
安隐患。”该大队大队长刘成
俊说。 （甘旭）

整治枪爆 消除治安隐患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胡斌 通讯员 杨天兰 牛丹）昨
日，许昌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
会驻市中级法院工作站揭牌仪
式在许昌中院举行。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张庆一，市中级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周志刚参加仪
式。

该工作站调解涉及商会会
员的各类民间纠纷，包括商会会

员之间、会员企业与职工之间、
会员与生产经营关联方之间、会
员与其他单位或人员之间的纠
纷，以及其他适合人民调解的民
间纠纷。调解员由法律素养高
的企业经营者、商会法律顾问、
工会代表、律师、相关领域专家
及社会人士担任，人民法院对调
解业务给予指导。产生纠纷后，
当事人可以根据意愿选择商会

调解解决纠纷。对调解不成的
纠纷，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
司法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商会调解作为多元化解、专
业调解、实质解纷的重要抓手，
有利于充分释放繁简分流效能，
为企业提供更柔性、更高效、更
便捷的解纷方式，推动“化讼止
争”向“少讼无讼”转变，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

许昌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市中级法院工作站揭牌

商会解纷 多元化解 专业调解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梦扬 通讯员 王敬涛）近
日，濮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王延青在该市华龙区信访接
待大厅约访重点案件信访人，推
进化解信访案件。

王延青听取约访案件办理
情况汇报，询问核实相关细节，
与信访群众面对面交流，对信访

人提出的疑问一一解答，与相关
单位负责人分析问题症结，研究
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限。

王延青说，处理信访案件要
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信访工作，做到能解决的
尽快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耐
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宣传、疏导
工作。要抽丝剥茧找准关键，直

面问题根源，拿出切实可行的方
案，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
引导群众以理性的方式逐级表
达诉求，不断提高化解矛盾的水
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
于民。要创新工作方法、拓宽工
作思路，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努
力将问题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
芽状态。

本报漯河讯 9月21日，漯河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
室、漯河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漯河市司法局举办漯
河市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
班。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建
仓主持。

培训班由省司法厅依法行
政指导处处长陈晓伟授课，陈晓

伟以“积极践行服务型行政执法
为法治政府建设助力添彩”为
题，深刻阐述了法治政府建设新
形势、依法全面履责新要求、全
面推进落实新举措等。讲座既
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工作实
践，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李建仓在培训小结时说，要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提升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的主动性、自觉性；
要强化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治
方式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着
力开展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攻坚；
要规范文明执法，夯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深入推行服务型行政执
法，推动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取得
新突破。 （李江蔓 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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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所长，刚接到通知，有一个现场需要
勘查，你看安排谁去？”

“好，我去安排，不行就我去。”回答者叫
郭爱冬。

郭爱冬是睢县后台乡副乡长、睢县公安
局后台派出所所长。今天，在和我们的交谈
中，郭爱冬的电话响个不停。

“郭所长，您在所里吗？我过几天准备
回去专程感谢您，俺爸天天念着您的好。”后
台乡夏堂村张某志的儿子再次向郭爱冬表
示感谢。

今年6月，在郭爱冬到后台派出所当所
长的第三天，后台乡党委书记对她说，夏堂
村有三户村民因为土地归属问题发生纠纷，
让郭爱冬看看能不能解决。

“了解完情况，我就跑到村里实地查看，
发现争议的土地是种树的杂地，就是那种东
一小块、西一小块分不清边缘的小自留地。”

郭爱冬通过和三位年近古稀的当事人
沟通得知，当事人张某志虽然性格倔，但不
是个贪图小便宜的人；而当事人张某田心思
多一点，原来在外工作，多年没有回过老家，
一回来就跟四邻产生土地纠纷；第三个当事
人张某宽脾气好，比较大方，不喜欢和别人
斤斤计较，表示只要纠纷能解决，可以吃点
儿亏。

郭爱冬把三个人心思摸透后，心里有了
谱。她又找到张某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
通，掌握了老人的具体要求，随即就把张某
田找来开始调解。郭爱冬抓住问题焦点，达
成了初步调解方案。

随后，他们到土地争议现场准备打灰
楔，定地界。可刚丈量完土地，张某志反悔
了，认为地少了一尺。因为已是夜里9时许
了，郭爱冬让他们先停止争吵，回家休息。

回到派出所，郭爱冬睡不着了，她把争
议地块画在纸上，认真回想每个人的要求和
出现悔约的原因。

第二天一早，她再一次对争议土地进行
勘查，收集信息。中午，她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又一次来到张某志和张某田的家里协调
沟通。

“闺女，我今天把面子给你完，楔吧！”
最终，三家都接受了郭爱冬的调解。重

新划分土地那天，一二十个村民在现场站
着，都想看看这个女所长是怎么处理这事儿
的。

郭爱冬把一根长长的钢钎从画好点位
上楔进地里再拔出来，往洞眼里灌进白石灰
后深埋，作为三家以后确定土地准确位置的
依据。

至此，这起土地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蹲点感言

基层派出所工作的不确定因素
多，郭爱冬对每件事都力争做到心
中有数、忙而不乱、紧中求稳。在接
受采访时，屋外的动静大了一点，她
就会站起来看看外面是否有警情。

郭爱冬刚到派出所工作时，办
公室空荡荡的，虽然当时委屈得想
掉泪，但她还是先打扫好，又找了个
床头柜趴在上面临时办公。郭爱冬
说，将心比心，就会换来大家的理解
和支持。

河南公安“百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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