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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云燕 通讯员 李荣彬

今 年 上
半年!安阳县
水冶镇委"镇
政府认真落
实平安建设
责任制!着力
深化平安水
冶建设!维护
社会和谐稳
定!全面推进
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

为促进全镇
经济社会平
稳较快发展
和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创
造了稳定的
社会环境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安阳县水冶
镇委" 镇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

把平安建设和综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认真落实平安建设责任制! 和全镇
!"

个村#居$委会签订了平安建设责任目
标保证书!层层分解%责任到人!着力深
化平安水冶建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深入开展严打整治

斗争! 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为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稳定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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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安阳县水冶镇小东关村

大学生村官冯智慧和申志娟先后来到该村

贫困学生小郜和小鹏家中! 将精挑细选的

笔"本和书包送到了两个孩子手中#

两个孩子都是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家

中全靠单身母亲做点小生意勉强维持生

活$ 受家庭环境影响!两个孩子的性格都有

些内向!不喜欢和同龄人沟通$ 冯智慧和申

志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便经常到两个孩

子的家中!和孩子们交流%谈心!耐心地辅

导孩子们学习!并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逐

步帮助他们找回自信!健康地学习成长$ 看

着和蔼可亲的大姐姐! 两个孩子逐渐放下

了思想的包袱!打开了心扉!谈学习"谈思

想$

&像智慧和志娟这样活跃在水冶镇各

个居委会!默默地奉献爱心的大学生村官

还有很多$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奉献着爱

心 !给孩子们买精美的礼物 !接送孩子上

下学 !为孩子辅导功课 !以不同的形式共

同演绎了一曲奉献之歌$ '谈起大学生村

官 ! 水冶镇政府工作人员李荣彬满是赞

美$

本报记者 范云燕 摄影报道

!"#$%&'( 贫困学子受扶助

本报讯 为了确保年底各项责任
目标圆满完成!安阳县水冶镇积极探
索有效途径和办法! 进一步加强领
导!明确责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
动下半年各项目标良性运行&

分析形势!找准差距& 该镇多次
召开班子会!将'安阳县政府关于各

乡镇
%&&'

年主要责任目标上半年执
行情况的通报(进行传阅!认真分析!

找准差距!明确提出)各项工作争一
流!综合目标保第一*的工作要求!要
求各分管领导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推动工作全面展开+

加强领导!明确任务& 进一步将
工作目标进行分解! 明确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实行谁主管%谁

负责&各责任单位都制定书面执行方
案! 在确保圆满完成工作目标的同
时!及时了解全县及其他乡镇的进展
情况!学习兄弟单位的好方法%好经
验&

加强监督!奖惩到位& 该镇适时
召开目标运行分析会!对前一阶段的
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
行安排! 查找目标执行中存在的问

题! 协调有关领导和部门予以解决,

对部门责任造成目标运行滞后的!查
找存在问题的根源!确保各项目标的
正常运行& 同时规定!对在目标执行
过程中措施得力%运行良好的分管领
导和部门适时适当进行奖励!对年终
目标拖后腿的责任人!将给与诫勉谈
话% 调整分工及待岗培训等惩处措
施&

本报讯 -大妈!这是'信访条
例(!您可以了解一下.*)大叔!信
访渠道有很多种! 你拿回去仔细
看看+*为营造信访宣传的浓厚氛
围!做好信访工作!规范老百姓的
信访行为!近日!安阳市殷都区水
冶街道办事处把信访宣传送到了
辖区百姓的身边+

在活动现场! 水冶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标语/ 发放
宣传资料% 现场解答居民提问等
形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 '信访条
例(! 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帮助群众全面%正确理解'信访条
例(!引导居民正确行使自己的信
访权利!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反映
自己的利益诉求&

本报讯 近日! 安阳市公安
局珠泉分局刑侦大队与九龙派出
所联合办案! 成功破获一起系列
盗窃摩托车案件&

(

月
%$

日!珠
泉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与九龙派出
所民警! 按照法定程序押解

)

名
系列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在龙
山煤业公司家属院% 安阳化工集
团家属院等作案地点进行了现场
指认!有效起到了震慑犯罪!并教
育群众提高矿区群众的防范意识
的预期目的!为严打整治-夏秋攻
势*专项行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近段时间! 龙山煤业公司家
属院和安化集团家属院出现系列
盗窃摩托车案! 引起了珠泉公安
分局有关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珠
泉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与九龙派出
所联合行动!协同作战!最终破获
了这起影响较大的案件! 并将

*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根据嫌
疑人交待情况!公安机关查明0该
盗窃团伙自今年

+

月份以来!多
次在龙山煤业公司家属院% 龙安
辖区安化集团家属院作案! 盗窃
摩托车多辆&

为了固定犯罪证据! 震慑犯
罪分子! 教育矿区群众!

(

月
%,

日上午! 珠泉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与九龙派出所统一行动! 出动警
车

)

辆%民警十余人!押解犯罪嫌
疑人对实施犯罪现场进行了指
认! 同时对过往群众进行了法制
宣传&

本报讯
(

月
%)

日! 安阳县
全县严打整治-夏秋攻势*启动仪
式在水冶镇举行!安阳县委常委%

副县长元福新!县委常委%县政法
委书记段国兴! 县公安局政委孔
宪金!副县级领导干部%水冶镇党
委书记王士堂! 镇长李林海等领
导和

)&&

多名参战民警参加了启
动仪式&

随着元福新一声令下! 警笛
齐鸣!全体参战民警全副武装!迅
速行动出击! 开始了全天候治安
巡逻% 严打整治% 维护治安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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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云燕

指认犯罪现场
震慑犯罪分子

!

记者 范云燕

深入基层开展宣传
规范百姓信访行为

!

记者 范云燕通讯员宇文润霞

全天治安巡逻
掀起#夏秋攻势$

!

记者 范云燕

今年上半年!水冶镇在全镇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平安之星*创建活动!同时
借助这一载体!广泛开展了以-无刑事
治安案件%无违法犯罪%无非正常上访%

无邪教活动%无吸毒人员*等为主要内
容和标准的创建活动!将综治工作向村
组延伸& 截至目前!该镇两个村申报了

-平安之星*&

此外!他们还切实加强了农村村委会
和治保会% 调解会及村级综治办建设!落
实办公场所!健全工作制度!做到有人抓!

有人管& 规范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
作!重点落实帮教措施!有效防止重新犯
罪& 以-为了明天111预防青少年犯罪工

程*为载体!继续整治校园周边治安秩序和
网吧违规行为!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成
长的社会环境&深入推进-五五*普法!大力
开展了法律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家庭等-法律六进*活动!不
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和遵纪
守法意识&

水冶镇公安机关深化严打整治斗争!

对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打击!坚决用-铁拳保
平安*!坚持-打防并举%以打促防%以防助
打*的工作思路!以侦破命案为龙头!以打
黑除恶%打击严重暴力性犯罪和-两抢一
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为重点!提高打击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有效地维护了全镇治安
秩序稳定&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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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全镇共立刑事

案件
"#"

起! 其中立现行案件
)'-

起!同
比下降

--.*/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

起!

抓获各类逃犯
,#

人!刑事拘留
'#

人!批捕
'-

人!起诉
-*,

人,共查处治安案件
*&+

起!治安处罚
*!-

人&

此外!该镇公安机关还完善矛盾纠纷
预防%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整合力量和资
源!加强镇%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把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完善
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继续深化-以奖代
补*有偿调解工作!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
镇%村人民调解网络& 同时!加强了对调解
人员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全镇民调
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平安组长作用!

鼓励其积极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今年年初!安阳县公安局水冶分局
结合水冶实际制定了'水冶镇治安防控
方案(&根据方案安排!水冶镇划为四个
防控区!特勤大队

+&

余人在保证学习%

训练%备勤的同时!四个中队分别负责
一个防控区! 进行全天候巡逻防控!负
责对重点场所% 部位进行严密防范,两

个派出所巡防队负责对全镇各个村的
巡逻检查工作,

!"

个村2居$委共
-(&

余
名巡逻队员负责本村的巡逻工作!坚持
做到巡逻不断线+

其次!深入实施农村技防工程+ 结
合 )户院联防*/)警铃入户* 等防控措
施!大力推进)平安互助网*建设,实施

农村亮化工程!最大限度地压缩犯罪空
间!震慑犯罪分子+ 加强对公共复杂场
所/暂住人口聚居区/铁路沿线/交通要
道/集贸市场和企业/学校及其周边地
区的治安整治!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群
防群治活动!加强农村治安防范和消防
工作+

推进治安防控 开展群防群治

创建#平安之星$ 加强基层建设

推行#以奖代补$ 严厉威慑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