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决边界地区 !三不管"

现象#这是摆在该镇党委$政府面
前的一道难题% 如何破题#该镇召
开了多次党委扩大会议 # 研究对
策#该镇镇长罗书运说#我们决定
三步走&

第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 #夯实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防联调联治
'以下简称!三联"(工作基础% 近年
来#该镇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
发#把三省三镇的!三联"作为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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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荆紫关镇维护边界稳定调查
!

通讯员 陆 鹏
!

文并图

针对三省边界相对复杂的治安局面!淅川县荆紫关镇主动与

鄂"陕两镇共同研究治理边界治安对策!三地定期召开行政协调"

经济协作年会!共同制定防范控制发案措施!收到明显成效#

!"

多

年来!豫"鄂"陕三省接合部无发生重大边界权属纠纷!无重大刑

事案件!呈现出接合部经济迅猛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

!上接
"#

版"

说起荆紫关镇的发展速度#镇党
委书记刘贵献$镇长罗书运不约而同
地提到了工业经济% 他们说#荆紫关
镇自古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诸"的
交通要塞#丹江航运使该镇成为方圆
百里的政治$军事$交通$商贸中心#

被人们誉为!小上海"% 工业经济是全
镇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发展荆紫关板
块经济# 打造三省沿边地区经济高
地#是支撑镇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工业强
镇"战略#把非公有制经济工作作为
镇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按照!扩
充总量$调优结构$扶持骨干$整体推
进$增强后劲"的发展思路#着力优化
发展环境#努力培育大个企业#引进
工业项目#加速膨胀工业规模#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 到目前#全镇非公有
制企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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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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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人#产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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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企业
%"

家#

超千万元企业有
&

家# 超亿元企业
$

家% 全镇工农业生产总值
'"(

以上都
来自工业经济%

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三省沿边
贸易优势#取各地之长#创荆紫关之
新#强力推动小城镇建设#本着!东移
西扩 #拓展空间 #建改并举 #提高品
位"的工作思路#坚持高点定位#科学
规划绘蓝图# 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

使千年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该镇投资
%

亿多元#对集镇进行全面建设#重点
实施了古镇商贸城$桐油城$西城区$

泰安大街改造$工业大道$荆楚大道$

三省名吃一条街$三省社会化车站等
一系列工程#集镇框架迅速拉大% 集

镇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不足
$)%

平方
公里扩展到

*

平方公里#镇区常住人
口达到

$)'

万人# 年增长率达
+,

#城
镇化水平达

-"(

)建成了以泰安大街
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区#以!一脚踏三
省"广场为中心的旅游服务区#以工
业大道为中心的工业区#以西城区为
中心的商贸区# 辐射能力日趋增强)

投资
!.'

亿元#高标准硬化了!上荆公
路"$!双白公路"$!荆湘公路"$!荆狮
公路"# 使通向三省四县七个乡镇的
公路全部铺油#构建了便捷的交通大
格局)投资

$""

多万元#完成主次干
道绿化$美化$亮化工程#一街一灯#

基本形成了!水绕镇中流#镇在林中
走#园依山水旁#无处不是景"的人居
环境%

特色农业的发展更是成为该镇

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该
镇狠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 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发
展农村经济的总抓手# 壮大产业规
模 $培育龙头企业 $引活产品流通 %

目前#该镇!桑蚕$养殖$ 蔬菜"三大
主导产业年产值

$.$

亿元#全镇一万
多农民从事这三大特色产业% 经过
历届党委$政府的努力#荆紫关镇经
过

$!

年的连续稳定发展# 全镇现有
湖桑总面积累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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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占全镇
耕地

+",

以上#年供应蚕种达
$""""

多张#年产鲜茧
-$""

吨#已占全省年
产茧量的

$$,

# 从业人员近
!

万人#

成为河南名副其实的中原桑蚕第一
镇 % 全镇畜禽业已建成蛋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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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存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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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 # 年产鲜蛋
%&""

吨 ) 肉鸡场
'

家 # 存栏
%#&""

只)蛋鸭场
+

家#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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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养牛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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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存栏
+&"

头# 年出栏
$""

头#年产值
$"""

多万元#总利润
#""

万元% 畜禽产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
!"""

多户
!

万多人致富% 近年来新
发展的林果业有各种经济林$ 生态
林

%.&

万亩#其中花椒$木瓜$核桃
!

万亩#油桐
+"""

亩 #柑橘
'""

亩 )沿
丹江两岸

!.$

万亩荒滩造林绿化任
务已完成

'"""

亩# 绿色屏障基本形
成#森林覆盖率达

-$,

#有力推动了
农村的快速发展%

荆紫关#古老神秘的宝地#以丰
富的文化底蕴正向世人不断展示其
无穷魅力% 如今的荆紫关正如一颗璀
璨的明珠# 以她那焕然一新的姿态#

辉耀三省#笑迎八方宾朋前来投资兴
业%

发源于陕西凤凰山麓的丹江
河#在峭壁群山中蜿蜒

$""

公里#

流经沿途的陕$豫$鄂三省% 在荆
紫关河段#在丹江对岸#离该镇中
心不足

!

公里的地方# 有一条神
秘的街***该街不足百米长#却
有豫$鄂$陕三省人在此居住#号
称!三省一条街"%

!三省一条街" 名叫白浪街#

因地处白浪河河边而得名% 白浪
街长不足百米#宽不过十几米#居
民仅有百十户% 最引人注目的是
巷子中央的一块三省交界碑% 碑
有

"

米多高#呈三面棱柱状% 碑的
三面依次有河南$陕西$湖北三省
所书的碑文% 透过三省碑下的缝
隙# 笔者看到碑下有一块露出地
面的三棱尖石% 尖石一面朝西#一
面朝东南#一面朝东北% 三省以此
石为界#西北归陕西管#东北归河
南管# 南归湖北管# 此石被称为
!三省石"#也称!一脚踏三省" 石%

据专家考证#在中国版图上
三省交界之地共有

-"

余处#而唯
独在这条白浪街#三省均设有基
层政府&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

湖北省郧县白浪镇和陕西省商南
县白浪镇# 三镇间相距均为

$

公
里左右% 河南荆紫关镇古称!豫
之屏障")郧县白浪镇号称!鄂之
门户")商南县白浪镇是直通秦晋
的必经之地#有!陕之咽喉"之誉%

三省辖地在这里呈犬牙交错之
势#一条小街两边屋舍相连#三省
居民相邻而居#难分彼此%

印记 一块奇石分三省

昔日 三地纷争斗不休

荆紫关镇正乡级干部聂志国
说#特殊的地理位置#迥异的风俗
习惯#再加上人员结构复杂和流动
性大#以前陕西人$河南人$湖北人
之间常因宅基地$责任田$农用水
等发生纠纷%

$"

世纪
+"

年代# 因为在丹
江边修筑堤坝的问题# 湖北洋溪
公社'今天的湖北白浪镇(与河南
荆紫关公社发生冲突# 双方都出
动民兵鸣枪示威%

!#+-

年
#

月
!$

日#荆紫关公社以民兵训练为名#

将洋溪公社所筑的河坝炸毁% 洋
溪公社则在大坝附近埋设地雷#

还抬出人工降雨用的大炮# 瞄准

今朝 #三联$绘就和谐图

%.

建立治安问题联治机制#促
进边界治安稳定%一是不分区域#接
警为先% 三个派出所在接到交界区
!!"

报警后#谁先接到谁先出警#查
明缘由后移交直管派出所处理% 二
是传递案情#互为帮手%三个派出所
在遇到紧急情况下# 及时向友邻镇
派出所联系#迅速进行查阅调档$围
追堵截等事项# 避免了层层向上汇
报$延误警务处理的缺陷%三是重大
案件联手会诊% 对涉及三省的重大
案件# 三个派出所与三县公安局一
道#进行三堂会审#整合警力#提高
工作效率%四是工作互访#总结交流
三镇派出所除在三省!三联"联席会
交流各自工作外#还结合行业特点#

有针对性进行互访#建立了耳目#设
点布控%截至目前#三方警力联手抓
捕网上逃犯

*

名# 整治了接合部美
容美发厅色情服务$赌博$盗抢摩托
车等多项治安问题%前不久#一个在
豫西大地大肆作案

%"

余起$盗窃现
金及贵重物品价值达

-"

万元的!飞
贼"王某被抓获归案#安定了沿边居
民%

第三步& 坚持三省三镇联席会
议制度#巩固!三联"工作成果%该镇
党委$ 政府始终凭着主动工作和负
责精神#及时与陕$鄂两镇联系#坚
持三省三镇!三联"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主动商请事关三省的有关事宜#

有力地巩固了!三联"工作的开展%

一是根据每季度一次联席会轮流主
持的制度) 二是及时向当地县委政
府汇报#求得上级支持#淅川县委政
法委$综治办$公安局$司法局的领
导多次参加联席会#烘托会议氛围#

指导工作开展#现场解决疑难问题)

三是每次会后#及时形成会议纪要#

发至三镇党政班子成员和有关村#

要求按照会议精神#以团结互助#维
护稳定#共同发展为大局#逐项落实
文件要求# 步调一致地参与到 !三
联"工作中来%

该镇党委书记刘贵献说#通过
几年来三镇的不懈努力# 联防联调
联治工作成效显著# 有力地促进了
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近年来#边界
地区治安$ 刑事案件发案率与同期
相比#分别下降了

!'%

和
$!%

#群众
对社会治安工作的满意率达

#'%

%

发源于巍峨逶迤八百里秦岭黑龙口
的丹江河水#静静地流淌在豫$鄂$

陕三省之间# 将三省沿边人民的命
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三省!三联"

工作也为三省毗邻地区的老百姓筑
起了一道安全的生命屏障%

荆紫关公社的办公室%

当时三地政府把大部分人力$

物力$财力都用在了争斗上% 经济方
面#三镇采取了相互封锁政策)治安
方面#!一脚踏三省"成了!三不管一
条街"% 有人聚众赌博#警方去抓时#

人家只需把牌桌挪一挪#就到外省境
内了%同样#不法分子在此省作案#到
彼省避难#警方无可奈何% 该镇派出
所所长王红晓给笔者讲了一个真实
的故事&三省一条街上发生了一起凶
杀案#受害人恰恰就死在三省交界碑
旁边% 三省所在的警方一看都傻了
眼&死者的头在陕西#身子在河南#而
双腿却在湖北%这案到底该谁办+三
方都向自己的上级请示#最后还是公
安部出面才解决问题%

重要内容来抓#成立了!三联"工
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陕$鄂毗邻
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会议# 统一
思想# 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到 !三
联"工作中来%为了加强三省三镇
!三联"工作的开展#该镇党委$政
府调整充实了综合治理工作力
量#选配了

%

名事业心强$工作能
力棒的镇干部充实到镇综治办#

并配齐了办公用品#摩托$电话$

电脑一应俱全) 新建了公安派出
所办公楼#组建了

!*

人的乡镇联
防巡逻大队# 配置三辆三轮摩托
车和一辆面包车) 法庭配置一辆
执行车#司法所配置二辆摩托车#

办公环境进一步优化# 基层综治
工作的强化#对开展!三联"工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步&建立长效防控机制#

实行联防联调联治%早在
!##'

年
下半年#由淅川县荆紫关镇提议#

湖北省郧县白浪镇$ 陕西省商南
县白浪镇通过协商# 制定定期召
开豫$鄂$陕三省接合部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联防联调联治联席会议
制度#在治安防范$民事调处$治
安问题整治三方面实行携手联
动% 经过近几年三省三镇的不懈
努力#!三联"工作组织健全#制度
完善#步调一致#逐步进入规范化
运行阶段&

!.

建立治安联防机制#防止控
制案事件发生% 三镇根据相邻村组
交错混居 $道路相通 $流动人口量
大$容易出现治安问题的实际#建立
三镇联防制度%一是强化联防网络#

三镇都加强了镇村治安联防巡逻组
织建设#调整充实了村治保会力量%

二是签订了交界处轮流巡逻防范协
议书#对交界的村组和路段以及三
省友谊广场等#三方镇村联防队定
时进行巡逻% 三是建立设卡守候制
度#每天夜晚各派出两名干警驻守
卡点% 四是定期总结交流制度#三
镇利用!三联"工作联席会议#互相
通报各自联防巡逻中取得的成绩和
存在的不足% 目前#三省接合部共
有治保会$治安巡逻队

*$

个#日夜
巡防#织就了三省联防的防护网#预
防和控制了一大批案事件的发生%

$.

建立纠纷联调机制#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 % 三省三镇协调制定
,三省接合部民间矛盾纠纷预防和
调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联防联
络制度$联调协助制度$联合调处制
度$联席会议制度 $信息通报制度
等%通过建立和落实联调制度#近年
来#联调组织共排查不安定因素和
集访苗头

!&"

余起# 化解各类民间
矛盾纠纷

-&

起# 制止大型械斗事
件

&

起# 无一起因民间矛盾纠纷引
起的民转刑案件%

$

核心提示
%

镇巡逻大队正在执勤豫%鄂%陕三省三镇领导在荆紫关镇玉典化冶公司调研

在荆紫关召开的豫%鄂%陕三省

接合部行政协调%经济协作年会

平
浪
宫
一
隅

印记 一块奇石分三省

昔日 三地纷争斗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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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 #三联&绘就和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