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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
也来当志愿者

八旬老人自己都需要别人保

护!怎么能再保护别人"面对记者

和大伙的#质疑$!该区济源路办

事处纪士曾老人告诉记者%&做治

安志愿者主要是发现矛盾' 化解

小矛盾! 遇到大的突发事件和暴

力事件我们的职责是迅速拨打

!!"

!退休前我在工厂里做的就是

安保!平时又爱做(民调员)!你能

说我不合适吗" $

在启动仪式现场! 华中师

范大学的大二学生苗萌备受群

众关注* 苗萌告诉大家!他做治

安志愿者就是为帮辖区里的弟

弟妹妹们暑假期间远离网吧 +

河流等有危险的地方! 共同度

过一个美好的暑假! 不出事也

是为平安建设作贡献*

该区治安巡防中心主任李

孟告诉记者! 治安志愿者行动

是动员' 组织社会各方力量自

觉参与社会治安防控工作 !充

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通

讯员 王辉 " 因为父母忙于工

作 ! 每次打电话只关注孩子的

成绩 ! 却疏忽了其他方面的关

心* 两个不同的家庭!相似的教

育方式 ! 把两个十五六岁的孩

子&逼$出了家门*

#

月
!"

日!一

个孩子的家长在他离家出走
$"

多天后找到了他 ! 另一个孩子

被派出所民警和巡防队员送回

了家*

当日
!!

时
%"

分!郑州市建

设路巡防中队一队员发现有几

个人正在路边争执* 经了解!一

对中年夫妇正是与他们发生争

执的男孩的父母 * 该男孩因成

绩不好常常挨父亲的打骂 !离

家出走已
$"

多天* 旁边一个女

孩是男孩的同学 ! 有着与他相

同的经历 ! 两个人相约离家出

走后就在同学家或者网吧居

住 !虽然过得比较苦 !但两个十

五六岁的孩子都觉得比在家自

由多了 * 巡防队员在劝解他们

的同时报了警*

知道是自己在管教孩子方

面的方式方法不对 ! 男孩的父

亲向巡防队员保证以后会与孩

子好好沟通* 随后!在派出所民

警及巡防队员的协助下 ! 女孩

也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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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通

讯员 魏锦池 魏伟
3

文图 "昨

日 !记者获悉 !

&

月
$&

日上午 !

新密市公安局局长宋朝军来到

,中国-新密 . 政府门户网站在

线访谈室 ! 采取在线访谈方式

与网民 &面对面 $交谈 /如图 0!

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一网民因平时工作较忙 !

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 ! 想了解

周日是否能到派出所开户籍证

明* 宋朝军当即回答他!周日可

以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 !只

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即可办理* 据了解!这也是新密

市公安局今年推出的便民利民

措施之一* 访谈中!有的网友建

议严厉打击街头诈骗 + 赌博等

行为 ! 有的网友询问民警不按

规定时间出警该怎么处理11

宋朝军一一作了解答*

在线访谈结束后 ! 该局党

委又专门开会研究 ! 把口头承

诺变成具体行动 ! 并决定从
#

月
!

日起 ! 新密市公安局实施

&警情回访!一日一报$制度*警

情回访内容包括 % 群众报警时

间 +发案地点 +案件简情 !以及

处理情况和群众是否满意等 *

方法是结合 &万警进社区 !为民

保平安 $活动 !以包片社区民警

和接警单位为主 ! 深入到报案

群众家里进行面对面座谈*

据悉 !截至
#

月
&

日 !他们

共接到有效报警
!'!

起 ! 回访

()

起!群众满意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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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人防手段在治安防控中

的基础作用!实现群防群治工作

的规范化和多元化* 上街区治安

志愿者面向全区招募 !分别按照

社区/村0总人口
%,

和社区 /村 0

总户数
)!!

的比例招募! 组建公

开型和秘密型两支志愿者队伍 *

该区治安志愿者队伍成立后 !按

照以镇 + 办综治中心为指挥中

枢 !以派出所为管理主体 !以社

区平安服务站为基本单位的工

作格局管理使用* 治安志愿者开

展工作将按照公开活动和非公

开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除因情况

需要人员公开集中开展活动外!

一律实行自由化 +日常化 +习惯

化工作方式*

做志愿者
难度并不大

&做好社区的安全防护工作!

关键是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

治安防控的积极性和巨大潜力!

群众动起来! 我们的工作就好做

了* $盛世社区居委会主任冯慧萍

告诉记者*

该区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宝

成说!治安志愿者的工作难度+标

准并没有那么高! 主要是及时向

政法机关和基层组织反映敌情+

社情+民情+治安可疑情况和违法

犯罪线索2 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治

安巡逻和看楼护院+ 邻里守望等

活动!发现治安+刑事案件和治安

灾害事故! 迅速报警并组织保护

现场2向辖区居民开展法律常识+

治安防范+交通安全+防火知识等

公益宣传!切实增强群众的自防意

识!预防和减少案件的发生2协助

公安机关在辖区开展基础性的防

火+防盗+防毒+防治安灾害事故的

安全检查2协助公安机关和基层组

织做好对重点人员的监控+帮教工

作2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救援!接

受群众求助!为群众排忧解难2协

助完成其他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

目的是达到群防群治3

重奖奖给
优秀志愿者

上街区区长戴春枝告诉记

者!为加强管理!该区制定了治安

志愿者应遵守的纪律规定! 由各

派出所负责对其进行培训+教育+

管理和使用* 为促使其充分发挥

作用!也制定了奖励办法!根据治

安志愿者在实际工作中为维护社

会治安作出的贡献大小! 分别予

以数量不等的物质奖励! 授予铝

城卫士称号2有重大立功表现者!

政府给予记功嘉奖! 家属及子女

按政策可享受经商+求学+就业等

方面的优先和优惠*

&治安志愿者$必将成为活跃

在全区各个角落的一支重要的治

安防范力量! 必将成为公安机关

维护社会治安的得力助手* 将来!

随着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 !将

会有
!

万到
!*)

万名志愿者加入

到社会治安防控工作中来*

志愿者行动
将全市推广

郑州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黄保

卫在启动仪式上说! 上街区开展的

治安志愿者行动在郑州市是首创!

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群防群治工作

的有益探索和有效形式! 治安志愿

者要充分发挥治安宣传员+ 治安信

息员+治安管理员+治安巡逻员+治

安调解员+治安教育员的作用!正确

合法地开展各种安全防范工作!积

极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贡献自己的

力量* 社会治安志愿者活动的有效

开展! 真正实现上街区治安防控工

作的群众化+社会化+规范化!为维

护社会稳定+ 促进精品上街建设发

挥更大的作用* 在平安建设工作中

要发挥群防群治多元化! 社会治安

社会防! 切实做到撒安全大网保一

方平安*

据了解! 该区选派治安志愿

者的做法可能将在全市推广*

治安志愿者行动条幅万人签名活动

黄
保
卫
带
头
在
条
幅
上
签
名

授
旗
仪
式

本报讯 !记者 张书锋 通

讯员 穆文涛
3

文图"郑州市上街

区在全区招募
!*$

万名编外&安

全卫士$治安志愿者!其中做得

好的!子女经商 +求学 +就业等

方面将享受优惠* 经过试用!这

一做法受到郑州市委+ 市政府

的高度认可* 上街区公众安全

指数调查! 社会治安连续多年

稳居全省前三名! 郑州市前二

名! 老百姓对社会治安的满意

度不断提升*

#

月
!!

日上午!郑

州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黄

保卫! 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付为民为上街区
!*$

万名

治安志愿者授旗!发放+佩戴胸

牌! 并参与该区治安志愿者行

动条幅万人签名活动*

郑州市上街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治安防控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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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验将逐步在全市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