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快递行业健康发展，有效防范重大
治安案件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辖区社会
治安大局稳定，新乡市公安局耿黄分局民警连
日来对辖区快递行业开展了安全检查，重点检
查了快递公司证件是否齐全，收寄的物品是否
涉嫌危爆、违禁物品等情况，并要求快递公司
严格落实相关消防安全责任制度，严防重大安
全事故的发生。 刘会永摄影报道

加强安全教育宣传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为提高郑州市建设安全监督站全体人员的
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工作能力，进一步夯实郑
州市建设安全领域执法队伍的业务基础，落实郑
州市“法治政府建设”，按照郑州市依法治市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规定，结合该市推行的执法
体制改革，2018年2月27日至3月1日，该站组织
举办了全体工作人员、各县（市）区建设安全主管
部门执法人员参加的学法暨业务培训会。此次
培训会共计170余人参加，收到良好效果。

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2018
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的通知》（豫建〔2018〕87 号）和《郑州市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8 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通知》（郑安委〔2018〕13 号）文件要求，该
站积极组织参加了2018年6月15日在郑州火车
站西广场举行的“宣传日活动”，抽选10家项目较
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落实较好的企业，制作
展板和宣传页，参加了“宣传日活动”。活动现
场，该站共计发放宣传材料约1000份，有效宣传
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理念，营造良好的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舆论氛围。
2018 年 6 月 27 日，郑州市建设行业在建项

目的负责人和安全主管约 1500人，在惠济区香
山路建业花园 7 号院项目举办了“2018 年建设
行业应急救援演练、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及扬
尘污染综合治理现场观摩会”，通过观摩和演

练，起到了很好的行业示范带头作用。
2018 年 6 月 29 日，在郭店镇组织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该站召集在郑项目较多的
9 家企业安全负责人参加了应急救援演练的观
摩学习,通过观摩和演练起到以点带面、相互
学习的效果。

加强工地安全标准化建设
促进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

在省建设安全监督站的指导下，在郑州市
建设安全管理协会配合协助下，该站对《河南
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实施指南》进行更新
补充和完善，经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
已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出版发行，为进一步提
高各企业、全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水平，
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起到了
有效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该站从郑州市建设安全管理协会抽调专家
对各县（市）区建设局进行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
培训。截至目前，郑州市共有省级安全文明施工
标准化工地26家，市级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224 家。这些省、市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就是
该站通过标准化规范管理培养的平安细胞，通
过这些平安细胞的模范带动作用，有效地促进
了全市建设行业的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工作。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促进建设领域安全稳定

在建设工程领域出现的强揽工程、推荐施

工队、强行收取进程费、强卖建筑材料等涉黑
涉恶的苗头，给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带来阻
碍。为有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该站
成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动员会，传达上级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会议精神，学习《党政领导干部扫黑除恶应
知应会手册》，部署工作。

该站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尽职尽责，认
真学习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工作
和涉黑涉恶线索的排查工作进行到监管的
每个企业、每个工地、每名工人。2018 年 9 月
5 日上午，该站组织并举办了全市建设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要求所辖项目全
员签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承诺书；在所有项
目门口张贴《致全省建筑业企业的一封公开
信》，告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识，明确举
报方式；设置举报箱、悬挂宣传标语、发放涉
黑涉恶应知应会手册；在省级媒体和市政法
微信公众号上刊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
工作的简讯。通过努力，该项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有力地震慑、打击、压制了涉
黑涉恶苗头和势力，促进了建设领域的安全
稳定。

平安建设工作任重道远。该站站长李世杰
表示：“2019年，我们将以朴实的态度、务实的作
风、坚定的决心，强化担当、真抓实干、立足长
久，进一步做好平安建设工作，为平安郑州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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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建设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黄德派出所以“纪
律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动力，经过缜密查
控，成功抓获一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姚强
摄影报道

信阳警方信阳警方““平安守护平安守护””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一片真诚 服务群众
为深入了解辖区治安状况，切实和

群众打成一片，郑立端忘我地工作着，经
常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到紫水派出所
工作以来，郑立端累计加班加点工作
1000 多个小时。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正是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让他由一名
派出所工作的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通
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郑立端逐渐理清
了工作思路，熟练掌握了群众工作要领，
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地为辖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警民关系在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升温。过去群众有
事喜欢窝在心里，现在大家都会积极向
公安机关反映，让民警帮忙出谋划策，警
民关系更融洽了。

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三里桥村齐
围孜村民组村民陈某勇与邻居王某凤因
纠纷违反治安管理法，被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陈某勇、王某凤二人不服气，相继越
级上访。郑立端到紫水派出所赴任所长

后，主动登门对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深入细致地做二人思想工作，一次不行两
次，两次不行三次……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在郑立端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二人握
手言和，一场让陈、王两家耿耿于怀近 3
年的民事纠纷终于被化解。

披肝沥胆 打击犯罪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郑立

端牢记公安民警的使命，在派出所工作，
始终坚持“更多地破案，更好地防范”，以
打开路，以打促防，用提升的破案率和下
降的发案率等实实在在的数据，扎实提
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在郑立端的带领下，2017 年，紫水派
出所侦查破案 111 起，其中刑事拘留 94
人，提请逮捕 56 人，逮捕 29 人，起诉 54
人，取保候审 41 人，监视居住 16 人，刑事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37.8% ，破 案 率 上 升
26.7% 。辛勤的付出总会收获累累硕
果。2017 年，在光山县公安局绩效考评
中，紫水派出所同比 2016 年上升 11 个位

次，先后被信阳市委、市政府评为人民满
意“十佳政法单位”，被信阳市公安局评
为执法示范单位暨禁毒先进集体，被光
山县委、县政府评为人民满意的“十佳政
法单位”，被光山县公安局评为公安保卫
工作先进单位暨 2017 年度“打黑恶 反盗
诈 破系列”攻坚战综合考评“先进单
位”……各项荣誉纷沓而至。

在 2018年河南省公安厅大力推进的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郑立端带领民
警强力攻坚，侦办涉黄刑事案件 1 起、涉
赌刑事案件 3 起，排查出一个制造、销售
假酒窝点，查获私藏枪支 2 支，用较好的
成绩向上级公安机关上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为光山县公安局荣获信阳市“平安守
护”综合绩效第一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 2018 年全国开展的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郑立端带领民警深入辖区排
查，收集上报涉恶线索 11 条，刑拘、逮
捕、起诉共 35 人，一审判决 11 名涉恶人
员，脚踏实地的工作，为辖区群众撑起了
一把“平安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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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实在在的数据提升安全感
□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李本全/文图

他亲民、爱民，时时刻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他勇于担当、敢于
亮剑，打击违法犯罪毫不手软；他在14年从警生涯中，荣立个人三等
功2次，荣获个人嘉奖1次，荣膺市、县级先进个人10余次，工作上亮
点纷呈。他就是现年36岁，在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基层公安工作
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光山县公安局紫水派出所所长郑立
端。他负责的辖区现有常住人口8万余人，流动人口7万余人，县委、
县政府等重点单位53个，娱乐场所41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面对
复杂的治安形势，郑立端带领全所47名民警、职工、辅警，克难攻坚、
砥砺奋进，用坚实的臂膀为光山县城的平安建设添砖加瓦。

今年以来，郑州市建设安
全监督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遵循科学发展
观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改革
发 展 稳 定 的 工 作 大 局 ，坚 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工作方针和“以人为本、
安全发展、科学发展”的工作
理念，着力从实际出发，健全
和完善建设领域安全管理、平
安创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
定的长效工作机制。突出标
本兼治，强化改革创新，深入
落实各级主体责任，努力带动
全员参与，促进全市建设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管理水平不断
提高，为平安郑州和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发挥了积极作
用。

平安，是最大的效益，是最
美的环境，是幸福的基础，是人
民群众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期
盼。郑州市建设安全监督站全
体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在建设工
程的安全监管工作岗位上，并为
之不懈努力着。一年来，该站紧
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和
任务，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
高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强
化工作落实，扎实开展建筑工地
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不断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
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

核心提示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张冰 刘喜杰/文图

创新管理保安全 构建平安示范站
——郑州市建设安全监督站平安建设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