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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省公安厅将在郑州举行全省"推进社区警务战略!加强#三项

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会议& 社区警务作为维护中原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之一&

王霆'周永军'朱文杰'李征((一大批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社区民警!

走村入户!贴心服务!保了一方平安!融洽了警民关系)近万个社区和农村警

务室!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中原大地&

目前!我省已建成城区社区警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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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成率为
%&'%(

!建成农村驻

村警务室
!!)!

个!建成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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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社区和驻村民警
$"&%&

名&在构建和

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中原大地遍开社区警务花!成为和谐社

会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原警声+本期推出社区警务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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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杰 特约记者 苏银海
>

文 通讯员 刘书亭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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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系列报道之二

"农村警务!麦垛旁溢出的幸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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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政府发展规划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安工作"

切实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 先后
,

次召
开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专题研
究公安#三基$工程建设% 省委!省政府&两
办$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基础工作
的通知("省发改委)财政厅)建设厅与省公
安厅联合出台了 '关于加强公安基层单位
设施规划建设的通知("将社区警务建设纳
入政府发展规划%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曾多次
到派出所和警务室检查指导工作"提出&扩
大警务室和社区民警的覆盖面" 提高老百
姓的见警率$的要求%

&

月
$%

日"秦玉海再
次轻车简从" 深入到郑州市多个社区警务
室"与社区群众亲切交谈"听取群众意见"

检查指导社区警务工作% 他强调"要切实加
强社区警务建设"规范社区民警职责任务"

促进和谐警民关系" 进一步巩固社会稳定
基础%

在有关领导和郑州市副市长) 市公安
局局长黄保卫等人陪同下" 秦玉海先后深
入到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郑东新区对
社区警务工作进行调研% 在中原区嵩岳社
区"秦玉海一行进入小区时"当即被群众认
出" 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起社区民警的好处
来% 当听到民警出钱搬走小区内的垃圾山)

帮群众建起车棚"群众很满意时"秦玉海对
群众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社区民警是公
安机关派到社区为群众服务的" 这些事情
都是公安机关应当做的% 在警务室内"他仔
细查看了社区民警网络办公情况" 并针对
当前警务室存在的共性问题" 提出进一步
加强公安信息网络建设的要求%

调研结束后"秦玉海强调"郑州市公安
局开展的&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安$活动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要坚持下去并继续完
善提高*要进一步规范社区民警职责任务"

提高社区警务规范化建设水平"建立#一警
为主"多警联动$机制"把法制宣传)交通消
防管理等工作向社区延伸" 更好地为社区
居民服务*要以社区和农村警务室为平台"

将公安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
警民关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使 #三项建
设$真正落实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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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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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以来" 河南省公安厅先
后在许昌和郑州召开全省公安机关社区和
农村警务建设现场会" 提出要大力推广社
区警务建设中好的经验和做法" 要求全省
各级公安机关要切实将社区和农村警务建
设工作当做当前的头等大事" 列入重要的
议事日程% 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城区社区
警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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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成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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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农村
驻村警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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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成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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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
社区和驻村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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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住郑州市黄河路
%*

号院的
)"

岁老
太太杨敏"瘫痪在床

+

年 "因行动不便 "二
代身份证一直未办% 治安支队民警张胜建
走访时得知了这一情况" 迅速与负责该小
区的经八路派出所联系%第二天"派出所民
警携带专业照相器材专程赶到杨敏家 "进
行人像采集"为其办理了所有二代证手续%

这只是郑州#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安 $活
动中的一件小事儿%

郑州全市广大机关民警不分级别 )不
分岗位"全警动员)全员上阵"走出办公室)

投入社区一线" 和社区民警肩并肩) 心贴
心"分片包户)入户走访"深入开展了#万警
进社区"为民保平安$活动 "民警的工作重
点就是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多办实事)好
事%

#当警察的"尤其是当社区警察的 "不
要等老百姓有事儿了找你" 你要主动询问
老百姓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被动受理和主
动上门"百姓感受大不相同+ $ 郑州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保卫说%

在贴近民生)关注民情)解决民忧的同
时"#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安$更是推进社
区警务战略"实现警力下沉 )警务前移 "深
化#四严一创$活动"实现全社会治安持续
稳定的重要举措%在这项活动中"即使是公
安局长也不能搞特殊" 同样要深入社区办
实事%郑州市公安局规定,市公安局班子成
员共

$.

人 "每人分包
$

个社区 "每月入户
走访不少于

$*

户"参加巡逻巡查不少于
-

次"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不少于
-

个%局直
各单位) 市区各分局班子成员每人分包

$

个社区"联系
-

至
!

个社区"每月入户走访
不少于

-*

户" 参加巡逻巡查不少于
-

次"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不少于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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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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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黄保卫带人
察看金水区张庄社区警务监控室后" 来到
居民阴春玲家中" 询问社区民警是否来到
家中)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需要
解决%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保卫又认
真听取了

)%

岁村民朱大爷)饭店老板周士
国) 建材市场商户朱新四等十几位居民对
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调查民警是
否真的走访了居民群众"#沉$到了社区%

在石家庄市召开的部分省市公安厅局
长座谈上"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听取了黄保
卫的汇报后"对#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安$

活动专门提出表扬%指出"郑州市公安局提
出的人民群众满意)党委政府满意)上级公
安机关满意) 广大公安民警满意的工作目
标"思路清晰"切合实际"贴近群众"找准了
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结合点)切入点)着
力点"符合当前工作思路"望继续保持 "抓
出成效%

&

月
$%

日" 秦玉海来到在郑州市二七区
绿云小区" 他认真观看了小区内的法治宣传
栏" 并进入警务室内了解社区警务信息化建
设情况% 当听到社区民警介绍自己建立的网
上警务室时" 秦玉海对这种让群众坐在家里
就可以跟公安机关交流的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 听到郑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称"郑州市
公安机关已有不少社区警务室都建立了网上
警务室时"他对随行人员说"这种方法要在全
省推广"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和方便%

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 社区警务的科技
化也逐渐深入% 科技不仅密切了警民关系"帮
助社区民警科学管理社区" 同时也是社区治
安的好帮手%

商丘公安机关就曾充分利用社区监控资
料信息" 迅速锁定一起特大持枪抢劫案的犯
罪嫌疑人" 并锁定其逃跑路线" 在较短时间
内"迅速将此案侦破"抓获

.

名犯罪嫌疑人"

当场缴获作案枪支
$

支)轿车
$

辆)赃款
.

万
多元% 此案的顺利侦破"彰显了社区警务科技
化的巨大效能% 商丘市公安局强力推广科技
创安手段"以信息化指导社区警务"全面提升
社区警务效能% 他们一是强力推行#探头

!

巡
逻$工程"在城区)城镇基层派出所普遍建立
起了由社区民警和治安积极分子组成的专职
巡逻队"重点在居民楼)街巷)生活小区)重点
人员居住的敏感部位开展不间断的巡逻% 在
市区主要街道路口)党政机关)大型场所)特
业)内部单位和各金融部门安装了

-,**

多个
探头"实行

-,

小时全天候监控"有效控制了
各类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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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绵绵秋雨温柔地飘落
在古城开封%

上午
$$

时" 在文兴苑社区"

,.

岁的居民
傅玉田见到一位不到

.*

岁的男民警" 就上前
热情地打招呼,#斌弟"中午来俺家吃饭吧% $

男民警刚走进设在社区内的警务室"三个
大妈跟了进来,#斌"这是我刚做的包子"你尝
尝% $#斌"来"孩子"我给你说点事% $--那个
热乎劲像是母子%

其实"他们不是母子% &斌$的真名叫李斌"

是开封市公安局龙亭分局北书店派出所的副
所长"同时也是这个社区的社区民警%

&在我们这个社区" 大伙儿都没有把李斌
当成所长"我们都叫他.斌/% 因为我们之间就
像是一家人一样"他就像我的亲弟弟% $性格爽
直的傅玉田说%

&你不知道啊" 斌待俺就像待自己的娘一
样"俺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现在"俺算是

真知道啥叫0警民一家亲/了% $

&*

岁的社区主任
高瑞芝大妈激动地对记者说%

说起自己的这个&孩子$"社区
!!

岁的居
民马翠兰说个不停,&斌这孩子对俺可好了"

俺社区有个居民得了重病"他组织居民捐款*

一个居民的孩子有坏毛病" 他天天去教育*

!

号楼的下水管道坏了"他赶紧帮着修*物业费
难收"他帮社区收*俺的钥匙忘屋里"他爬窗
户给俺取--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说"斌这
孩子这么好"俺咋能不对他好呢1 $

&自开封市公安局开展 0警民一家亲/活
动以来" 这样真诚的警民关系常常让我们感
动--$开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警令部主任
刘磊对记者说%

围绕&警民和谐$这个主题"开封市公安局
在全市

$*$

个社区警务室和
,-$

个农村警务室
中大力开展创建&警民一家亲$警务室活动"突
出群众见警率)熟悉率)参与率)满意率以及辖
区发案率等内容" 创造性地建立了以即时申报
制)考官人才库)复核审验制)一票否决制为内
容的一整套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估体系%

目前" 开封市已经分两批授予
$!

个警务
室为&警民一家亲$警务室% 该局还切实提高
&警民一家亲$ 警务室民警的政治和经济待
遇"为&警民一家亲$警务室颁发牌匾"为该警
务室民警记个人三等功"纳入后备人才库*市
局对市区&警民一家亲$警务室的民警每人每
月直补津贴

$**

元"对连续四年被评为&警民
一家亲$ 警务室的民警" 符合职务晋升条件
的"解决副科级待遇"已经是副科级的"解决
正科级待遇% 工作中"开封市公安局大力推广
&李征工作法$"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构建和
谐警民关系中的作用% 建立起了&警爱民)民
拥警)警为民)民助警$的新型和谐警民关系%

"大妈!有啥事儿唠唠吧%

民警王霆在社区走访

)'*+&

为群众带来平安
'(,-.

彰显科技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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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里$没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