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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查三保”
深化“三严三实”

本报安阳讯（记者 陈军 特约记者 边
天亮）6 月 30 日，安阳市召开全市政法系统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暨队伍建设工作
会议，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志伟作
了题为“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 全
力打造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政法队伍”的专
题教育党课。他说，要把中央和省、市委的
部署要求作为新形势下政法队伍建设工作
的根本遵循，以全面推进“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为契机，改革创新、务实重行，不断推
动政法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陈志伟说，全市政法系统要认真落实
“三严三实”各项部署，认真开展“三查三
保”活动，持续开展纪律作风整顿；要进一
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广大政法干警
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要不断强化自身
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坚持用机制
和制度管理队伍、管好队伍；要通过举办法
治讲座、设立法治讲堂等形式，大力培育广
大干警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引导和教
育干警自觉当好法治建设的先行者；要深
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对司法腐败

“零容忍”，抓好预防教育；要更加严明党建
责任，更加注重民主集中制建设、政法基层
党组织建设及作风建设；要严格落实领导
责任，强化督导检查，以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和“三查三保”活动为动力，将加强
政法队伍建设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
依法治市结合起来，与推进平安安阳建设、
维护全市社会大局稳定结合起来，与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提高政法队伍战斗力结合
起来，做到两不误、双促进。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6月 30日，开封
市委政法委召开“三查三保”第三项“查保”活
动动员会，开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詹
玉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詹玉锋说，第三项“查保”活动需要重点
抓好9个方面的排查工作：排查解决就业方面
突出问题，排查解决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排查
解决环保领域热点问题，排查解决公共卫生
领域隐患问题，排查解决信访领域突出问题，
排查解决民族宗教领域不稳定因素，排查解
决治安防控措施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排
查解决完善医药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
民生保障措施方面存在问题，排查解决基层
四项基础制度建设和特殊困难群体帮扶方面
突出问题。

詹玉锋说，市直单位要敢于担当，勇于负
责，立足工作职责，大胆对本系统、本行业开
展检查督查，重点检查市委市政府在保障民
生、服务群众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出台的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检查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
薄弱环节，深挖落实不到位的根源，防止出现
重大安全隐患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市委政法
委作为第三项“查保”工作牵头单位，要发挥
好牵头作用，适时组织暗访检查、不定期抽查
和重点督查。重点督查要采取带案件、带线
索、带问题“三带”方式严格进行，督促问题整
改、消除安全隐患；要采取实地查看、走访暗
访、随机抽查、回头看等多种形式，督查各县
区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和隐患，督促解决整改
到位情况。

詹玉锋说，各参会单位要迅速行动，主动
作为，切实解决保障民生、服务群众和影响社
会稳定方面的突出问题，确保开封市不发生有
不良影响的重大稳定事件，确保全市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为建设“四个开封”和加快建设河南
省新兴副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何思远）6 月 30 日，平顶山市委政法委召开
全市“三查三保”第三项“查保”活动动员
会。平顶山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黄
庚倜在会上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崔
建平主持会议，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冠华，各
县（市、区）委政法委、维稳办、政法各单位
的负责同志，市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同志，市
直政法各单位中层以上干部，以及市直有
关单位的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宣读了《关于开展“查保障民生、
服务群众和社会稳定情况，着力化解各类
社会矛盾，确保大局和谐稳定”活动专项工
作方案》，对专项活动做了具体安排。

黄庚倜说，全市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
政法干警要在思想上特别重视“三查三保”
尤其是第三项“查保”活动。要充分认识开
展“三查三保”活动的特殊重要意义，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指示精神和省
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扎实做好

“查保”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查改要特别认真。要强化问题
导向，勇于面对问题、深刻反思问题、着力
纠正问题，从具体问题入手，真正解决一批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措施要特
别管用。要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长则
建制的要求，既下大功夫解决保障民生、服
务群众、影响社会稳定方面的现实突出问
题，又着眼长远，建立长期管用、执行有效
的制度机制，促进隐患不再重复出现、问题
得到根本解决。责任要特别夯实。要坚持
以严明纪律、严肃问责，倒逼各地各单位认
真履行责任，积极主动作为。牵头单位、责
任单位和县（市、区）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
职责，加强协调配合，推进查保活动取得实
效。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郭建
林）6月26日，三门峡市召开“三查三保”第三
项“查保”活动动员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三
查三保”活动动员会、全省“三查三保”第三项

“查保”活动动员会精神，专题动员部署全市
“三查三保”第三项“查保”活动。市委副书记
郭绍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郭绍伟说，要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统一
到省、市决策部署上来。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深入领会上级精神，充分认识开展“三查三
保”活动是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抓手、是稳增
长促转型的现实之需，分析形势，科学制定新
举措，确保活动取得扎扎实实效果。要不等不
靠，切实增强自查自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明
确“查保”活动重点，聚集问题，突出问题导向，
采取得力措施，真正解决一批影响社会和谐稳
定的突出问题；认真抓好自查，做到随时发现

问题、随时予以解决、随时消除隐患，增强整改
工作实效。要严格督查，确保“查保”活动取得
良好成效。今年年底以前，组织一次集中督查，
采取对表交账方式，重点督查各地对个案的办
理化解情况、对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达到消除
隐患、化解矛盾、落实政策、维护稳定的效果。
要夯实责任，切实强化“查保”活动组织保障。
落实领导责任，强化分工协作责任，强化问责意
识，建立长效机制，确保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三门峡市

化解社会矛盾 确保大局稳定

开封市委政法委 平顶山市委政法委 安阳市委政法委

●长葛市委政法委

为扎实开展“三严三实”教育
活动，近日，长葛市委常委、市委政
法委书记王建业为机关领导干部
上了一堂题为“践行‘三严三实’”
的党课。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宋锐
闫明杰摄影报道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扬 通
讯员刘彦州陈利霞）近日，濮阳市
检察院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学习
研讨暨专题教育工作推进会，该院
党组成员重点围绕对“严以修身”
的认识，在“严以修身”方面存在哪
些问题，下一步在“严以修身”方面
将如何整改等方面进行了发言。

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该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石朗贵说，检察干警
做到“严以修身”，要从七个方面下
功夫，即修政治坚定之身，修党性
过硬之身，修敬业担当之身，修为
民务实之身，修公平正义之身，修
清正廉洁之身，修情操高尚之身。

●濮阳市检察院

●灵宝市法院

6月30日，灵宝市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卫秀萍为全院干警上了
一堂题为“认真践行‘三严三实’，
促进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健
康发展”的专题党课，受到全院干
警的广泛好评。记者 马建刚 通
讯员贾万超 席静 摄影报道

乐做“开心果”暖透群众心
——记潢川县公安局北城派出所春申社区警务室民警于琼琼

她来自洛阳市，爽朗的笑声萦绕耳边，彰
显九朝古都女孩牡丹般的气质；她扎根潢川
县，甜甜的笑容温暖群众，塑造春申故里女警
金桂般的坚毅……她其实很简单、很普通，她
就是潢川县公安局北城派出所春申社区警务
室民警于琼琼。

于琼琼，女，33岁，籍贯洛阳市，统招本科
学历，工科学士学位，2006年通过省招考入警
成为潢川县公安局北城派出所民警，荣立个人
三等功一次。

入警以来，她先后任职在西关社区、机场
社区、文庙社区、春申社区，时刻用一张微笑的
脸、一句中听的话、一声爽朗的笑和一颗耐烦
的心温暖社区群众，被社区群众亲切地称为

“开心果”。在她工作的辖区，曾经有位群众用
这样的三句话来评价于琼琼：俺们这颗“开心
果”，扬得起“铁榔头”，捏得住“绣花针”；上得
了“巡讲台”，入得了“百姓家”；放得开“大嗓
门”，忍得住“辛酸泪”……

●扬得起“铁榔头”，捏得住“绣花针”

身为一名社区民警，搞好社区警务工作
是首要工作职责，于琼琼深知“基础不牢，地
动山摇”，在面对安全隐患时既敢扬起整改
处罚这把“铁榔头”，硬起手腕管理，坚决处
罚使用明火的烟花爆竹店、消防设施不合格
的KTV等，也捏得住“绣花针”，善于从细处
着手，人性化帮助，为辖区加油站仔细核对
散装汽油销售记录，为不会使用旅馆业上传

系统的老年夫妇手绘流程图……
2014年，于琼琼在走访中了解到辖区一所

民办幼儿园存在多个安全隐患，经多次下发整
改通知仍未整改，便向领导汇报后配合教育部
门取缔了该幼儿园。但她并没有因该幼儿园
资格被取缔就不管不问，因为还有很多孩子需
要就近上学。于琼琼主动与该幼儿园负责人
联系，共同想办法，督促该幼儿园从安全制度
到外部改造，下大力气进行整改。经过几个月
的努力，经实地检查验收，该幼儿园安全隐患
整改完全合格，最终让几百名幼儿既有学上，
又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上得了“巡讲台”，入得了“百姓家”

2009年，于琼琼以自身工作实际总结出社
区警务“开心果”工作做法，入选省公安厅组织
的全省13名优秀警务室民警巡回宣讲团，在全
省巡回宣讲；2015年，在全市“一村一警”潢川现
场会上，她作为先进典型代表进行发言。

但她并未满足于大家的称赞，她深深懂得，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必须具备摄像头的脑袋、婆
婆的嘴、亲人的心和兔子的腿。她风雨无阻下

社区，掌握社区住户、场所、重点人口等各方面
的基本情况。由于辖区面积大、人口众多，她就
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进行走访。在走访中，她
对重点人员的情况烂熟于心，不管是辖区单位
的职工还是居民区的特困群众，均用心对待。

帮教对象王某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因故
意伤害罪被判刑，2008年刑满释放后被好友
疏远。王某心理压力巨大，成为新的不稳定
因素。为此，于琼琼多次到王某家中走访，并
为其老母亲解决多年积累的户口问题，开导
王某鼓励其重拾生活信心。2009年的一天凌
晨，于琼琼的手机铃声响了，接通后竟是王某
激动的声音：“于警官，我的儿子出生了，我当
爸爸了，第一个向你报喜……”

●●●放得开“大嗓门”，忍得住“辛酸泪”

于琼琼这样要求自己：社区民警，业务
要熟练、态度要诚恳、微笑要常有。而社区
女民警，一方面要放开“大嗓门”，毫不扭
捏；另一方面遇到不理解和委屈时，也要能
忍得住“辛酸泪”，释怀一笑。

2014年到 2015年，辖区五中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和进步，学生人数飞速增长，于琼琼结
合该校实际，准备了近万字的法制辅导材料，
以法制讲座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她通
过一个个鲜明案例，告诫同学们在学习的过
程中加强安全防范，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015年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于琼琼
早上6点半开始在考点保密室执勤，下午6点才
回到家中。当她回到家时，4岁的儿子说：“妈
妈，中午你不在家，我就抱着你的睡衣睡着了，
因为睡衣上有妈妈的味道！”于琼琼一把抱起儿
子，忍住眼泪，宽慰自己：“哪个女警不是舍小家
顾大家，哪个女警没有辛酸的泪花？”

入警9年来，于琼琼无论工作在哪个社区，
都把社区当作自己的另外一个家，把根扎进社
区，捧着一颗平凡的心为社区群众做着一件件
实实在在的事。于琼琼经常说：“作为社区民
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也许没有侦破大案
后的鲜花和掌声，也许无缘街头擒凶后的凛然
和无畏，但我有一颗对人民群众的火热之心，拥
有一片对辖区群众的赤子之情，我乐意自己是
一颗‘开心果’，暖透社区群众的心。”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邵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