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覆盖率
100%

开通网格工
作微信号390个，
开通率96.29%。

采集基础信
息6万条，登记重
点信息1553条。

发 现 平 安
“六小”问题1.26
万个，基层解决
率96.50%。

走访困难群众657
人（次），解决民生问题
430 个，组织居民活动
158批（次），全员参与“五
城同创”超过200天。

关键词5：网格优

视频覆盖率65%

建成派出所三级视频监控平台6个

新安装监控探头1041个，其中乡镇245个

建成街面警务站8个，落实巡警127名

落实背街小巷专职巡逻队员170名

落实单位内保人员643名

落实社区民（辅）警96名

建立义务巡逻队48支3290人
其中：乡镇5支278人

关键词3：防范实

共计2303万

970万元用于农村网格化、社
区辅警配备、街面警务站、区域网格
电子监控及公共无线上网场所安全
管控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

306万元用于专业治安巡逻。

600万元用于校园技防、安保
等工作。

53万元救治严重易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

374万元保障城区网格员工资、网格化办公和见义
勇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禁毒等。

关键词1：投入大

侵财类案件同
比下降28.9%

命案发5破5

打掉涉恶犯罪
团伙4个

破获毒品刑事案
件18起，抓获涉毒犯罪
嫌疑19人，查处涉毒违
法案件311起，查获吸
毒人员403人

侦破“5.18”聚
众斗殴案、“中国黄
金”金店抢夺案

关键词2：打击严

1 居民信息感知人均超过1次

2 张贴“平安宣传”蓝牌3万块。

3
发放“一感两度两率”宣传

单50万份。

4
开通“沙市综治”微信号和头条

号播报198期，阅读量55万人次。

5 组织居民平安体验活动60场。

关键词4：宣传广

数说平安沙市

建设平安荆州建设平安荆州
提升一感两度提升一感两度平安·法治荆州

JingZhou , safe and ruled by law
2017年4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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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家谈

共谱平安曲 提升首位度
——沙市区全力以赴争创“长安杯”纪实

□ 通讯员 窦家平 杨胜华 王若谷

《诗经·小雅·鹿鸣
之什·常棣》有云：“丧
乱既平，既安且宁”。
平安，成为世间最美好
的企盼。习近平同志
深刻指出：“要以最广
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
标，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改进社会治理方
式，构建全面共建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
建设人民群众更满意
的平安中国”。荆州市
委市政府坚持把争创
12年一届的“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
作为抓手，全面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
理体系现代化，无疑是
荆州600多万人民群众
的最大福祉。2017 年
是“长安杯”的关键冲
刺年，沙市区把“平安
法治沙市”建设摆在了
更加突出位置，吹响了

“提升首位度，助力‘长
安杯’，献礼十九大”的
集结号。在平安沙市
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
过程中，我认为要做好
三个结合：

政府主导与群众
参与的结合。平安建
设作为一项实实在在
的惠民工程，具有长期
性和系统性。随着时
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新
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凸
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
谐因素成为一种现实
必要，优化社会治理方
式成为政府的行为选
择。多年来，沙市区
委、区政府坚持加大投
入，充分发挥主导作
用，从问题导向入手，
突出政策研究，强化过
程管理，启动问责追
责，形成了一整套平安
建设的主导机制。同
时，打破信息资源壁
垒，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带动社会力量参
与，发动人民群众共建，改变过去政府大
包大揽，变“一家建”为“共同治”；改变过
去部门“单打独斗”，变“一支队伍”为“多
管齐下”。政府成为平安建设的设计师，
社会各方成为平安建设的行为人，群众成
为平安建设的参与者，有效实现了政府主
导与群众参与的互联互通、互动互补。

专业打防与社会联防的结合。打击和
防范是平安建设的重要手段，防范是基础
和前提，打击是手段和抓手。打击违法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所在，
但仅靠专业打击远远不够，也不能构成平
安建设的全部，必须与社会联防形成合力，
形成社会共治。这几年，沙市区大力推行

“四防并举”，将公安专防、科技控防、群众
自防和思想提防相结合，不断完善社会治
安立体防控体系，取得了全省万人发案最
低的良好效果。2017年，沙市区将继续推
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和应用工
作，强化公安机关视频技战法，压降“两抢
一盗”等侵财犯罪率，通过严打有效促进人
民群众安全感提升。强化社区民（辅）警、
驻村（校、企）民警作用，让公安机关服务向

“神经末梢”延伸。发动沙市老姨妈和中心
户长、楼栋长等平安志愿者，参与治安巡
逻、镇村联防和邻里关照，着力打造平安共
同体。发挥网格员队伍人熟地熟事熟优
势，常态化实施安全隐患排查和矛盾纠纷
调解，有效筑牢基层平安创建根基。

部门联动与居民体验的结合。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的优势在于综合。当前，平安
建设已不是一个部门所能承载，必须加强
资源整合和部门联动。要充分发挥综治委
十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作用，强力实施校园
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吸毒人员网格化管
理、道路交通生命防护工程、特殊人群服务
管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专项工作，
深入开展“平安乡镇”“平安村居”“平安家
庭”等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和平安企业（单
位、市场）、平安校园（医院）、平安工地等行
业平安创建活动，巩固“一感两度两率”成
果。同时，要积极主动将平安建设成果与
居民共享，2017年，沙市区将组织40场体
验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居民群众
走上街头，走到社区，走进警务站，去参观、
去感受，让人民群众在体验中知晓，在知晓
中参与，在参与中获得，让人民群众实实在
在地感受平安就在心中、平安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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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追随时间的年轮，时间定格在
2016年7月22日17时55分，沙市
区观音垱镇马子湖畔机器轰鸣，举
国关注的马子湖实施扒垸行洪。此
刻，马子湖垸内汹涌的长湖水不断
涌入，马子湖垸外一切井然有序，泄
洪区7个出入口交通管制在进行，
垸内76户、239名群众安全疏散，治
安民警在巡逻，治调主任在一对一
劝导。这是沙市区综治工作围绕中
心保一方平安的一个缩影。

与其他县市情况不同，沙市区
位于荆州市中心城区，市委交给沙
市的任务是提升首位度，争当多极
发展排头兵。平安建设首当其冲，

“沙市老姨妈”“居民说事”“七零”工
作、“六安”工程等多点发力，谱写了
一曲平安福祉之歌，建设了一方平
安幸福家园。

平安投入大手笔平安投入大手笔
2016年2月10日下午3时许，

一名男子骑着一辆蓝色踏板车，行
至文化宫路附近时，趁一小区保安
不注意，偷偷溜进了该小区停车场
内，敲碎一辆白色轿车后档风玻璃，
将车内的两条香烟收入囊中后扬长
而去。随后几日，这名男子故伎重
演，先后在沙市区多个高档小区作
案，砸破车窗盗窃车内财物。

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班。调取
案发所在小区的监控发现，嫌疑人作
案时戴头盔伪装，随身携带一个深色
挎包。民警随后扩大监控搜索范围，
对嫌疑人逃窜路线进行跟踪调查，发
现嫌疑人消失在沙市区北湖路附
近。民警立即对北湖路附近多个小
区视频开展地毯式搜查，最终在一高
档小区内发现疑似作案的蓝色踏板
车，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依靠“天网工程”，迅速破获了
这起疯狂砸车盗窃案。然而，在两
年前，类似案件侦破就非常不易。
2014年 6月 13日，中山派出所接
警，称女人街发生一起飞车抢包
案。警车快速出击，无奈女人街巷
口多、人员密集，警车远不及抢劫分
子摩托车灵活，七弯八拐就不见了

踪影。问题就是工作方向，区委区
政府经过调研，迅速拿出措施，有针
对性解决平安建设的装备问题。近
年来，沙市区列支970多万元，用于
农村网格化、社区辅警配备、街面警
务站、区域网格电子监控等基础设
施建设；600万元用于全区中小学
校、幼儿园技防建设；306万元用于
170人的专业治安巡逻。将城区网
格员工资、网格化办公和见义勇为、
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禁毒等专项经
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374万元予
以保障，配备专职巡逻队员170人，

装备一流的警用巡逻车，做到大街
小巷日夜警灯闪烁；武装10个派出
所技防设施，保障网上巡逻。全年
用于平安建设的经费达2250万元。

基层创建全覆盖基层创建全覆盖
最近，家住北京路闹市区的王

先生比较烦，因为紧邻宿舍小区的
美佳华物业装修从大清早一直持续
到傍晚，砸墙声、电锤声不绝于耳，
王先生一直上夜班，可白天没法休
息。在与装修公司协商无果之后，
王先生一时冲动，砸坏了美佳华物
业货运电梯。这起噪音扰民事件瞬
间升级成了僵持不下的矛盾纠纷。3
月8日，也就是事发后第二天，社区
掌握这一情况并及时介入，安排网格
员先后到美佳华物业查看现场，并听
取王先生单方面意见。9日，社区民
警、网格员约请双方到社区谈心室当
面调解。一见面双方继续上演唇枪
舌战，网格员苦口婆心劝解1个多小
时，气氛才趋于缓和。社区乘势而
上，提出调解建议。美佳华物业接受
了王先生当面道歉，王先生也愿意拿
出一定的现金赔偿，用于电梯维修，
双方握手言和。这起矛盾纠纷2日
内在社区得到化解。

基层矛盾纠纷往往由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引发，排查化解在基层，
是落实平安创建标准要求和重要指
标。沙市区10个乡镇（街道）105村
（社区）全面推进“平安乡镇（街道）”
“平安村（社区）”创建工作，平安村
居创建面达到92%。由综治委成员
单位牵头，开展“平安校园”“平安家
庭”“平安小区”“平安药店”等12个
细胞创建活动。运用传统手段和新
型媒体营造氛围，乡镇（街道）、村
（社区）在人员密集区域和主次干
道，设立大型固定宣传牌，建设永久
综治文化墙。先后编印《平安沙市
建设宣传手册》4万册、《平安沙市·
和谐家园》精装画册2000册和提升

“一感两度两率”宣传单50余万份，
安排综治专干、网格员队伍和平安
志愿者上门发放。先后开通“沙市
综治”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号，同
步播报198期，发布平安建设动态
信息 400 余篇，阅读量 55 万人
（次）。组织居民开展平安创建体验
活动，结合一年一届的“章台梅”艺
术节和社区消夏纳凉晚会等群众活
动宣传平安建设，确保“一感两度两
率”入脑入心。

精准密织防控网精准密织防控网
家住解放街办荆江亭社区的赵

某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刺激了精神
分裂症的加剧，最近无故找邻里索
要钱财、剪断居民楼电线、肆意骚扰
周围居民，邻里稍有不满，便拳脚相
向。3月27日，街办联系区民政局、
市精神病医院，及时送医救治，并申
报临时救助。

这是沙市区政府托底，送治的
第37名重度精神障碍患者，也是完
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2016年以来，沙市
区坚持织就“六张网”，确保全区大
局稳定。一是织就重点人群防控
网。建立健全精神障碍患者台帐资
料，收治易肇事肇祸重度精神障碍
患者37名，强制隔离戒毒160人，
发放司法E通强化管控社矫对象
172名。落实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
度，出租房屋登记率达到62%。二
是织就街面防控网。依托8个街面
警务站，屯积街面警力127名，对城
市街面和主干道实行巡逻管控。各
派出所安排170名专职巡逻队员在

背街小巷巡逻防控。中心城区成立
60人反扒中队，在城市公交、繁华
地段开展反扒，做到街面防控无死
角。三是织就内保和行业防控网。
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点场
所实现内保组织全覆盖，各单位配
备内保人员643名，落实“看好自己
的门”。四是织就城乡社区村庄防
控网。在村（社区）建立警务室，推
进警力下沉，专职在村（社区）警务
室办公。在社区建立义务巡逻队
43支3012人，在村庄建立兼职巡逻
队5支278人，加强护村、护林、护
校、护路工作，保障村居平安。五是
织就技术视频防控网。城区主干道
统一安装监控探头。在区公安分局
建成视频二级监控平台。以派出所
为中心，建立覆盖背街小巷和国道、
村路的视频三级监控平台7个，新
增探头1200余个，实现网上巡逻、
信息储存、资源共享。51所中小学
校实现监控设备全覆盖，有效推动
平安校园创建。六是织就网络社会
防控网。以网监大队为主，整合国
安资源，着力强化网络安全。2016
年安装公共无线上网场所安全管控
系统200个点位。全区技防建设覆
盖率达到75%，切实提高了群众的
社会治安满意度。

网格服务小到家网格服务小到家
2017年农历春节刚过，人们还

沉浸在节日的喜庆当中。20多个
年轻人远离他乡，怀揣着一夜暴富
的传销梦来到沙市，藏匿在某小区
从事非法传销活动。2月27日下午
4时，中山街办长港路社区几名网格
员例行开展“一日一巡”入户走访工
作，楼栋信息员提供了一条重要信
息，称最近常有陌生年轻人出入。这
引起了网格员的警觉，在进一步询问
了解当中，发现他们人员众多且进出
比较神秘，传销迹象明显。事不宜
迟，网格员立即向社区民警电话报
告。下午5点，民警赶到现场，安排1
名女性网格员，以检查登记住户信息
为名，敲开了出租屋房门，室内20多
名非法传销人员被一锅端。

这个传销窝点的捣毁，离不开
沙市区全力推进的网格化管理工
作，按照“城乡一体、全域覆盖、信息
支撑、服务下沉”的模式，推进网格工
作，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每一网格
实施动态、全方位服务管理。积极推
进服务管理重心下移和公共资源、公
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努力形成统筹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格局，使网格工作
达到服务群众更便利、人员管理更有
效、治理环境更平安的目标。每个格
子一位网格员，照顾老人、跑腿买东
西、办手续、解决群众纠纷，这是网格
员们最常做的事。网格员多方倾听、
收集民意，承担起辖区内解决民事、
政策宣传等职责，为辖区居民提供面
对面、心贴心、零距离的服务。通过
网格化管理把群众身边的小案件、小
事故、小隐患、小纠纷、小麻烦、小需
求等“六小”问题，作为夯实社会平安
基础的着力点。自实施以来共受理

“六小”问题2万余个，解决率由最初
的82%提升到94%，很好地达到了
居民办事有人找、困难有人帮、服务
零距离的效果。

平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企盼；
平安，是社会发展繁荣的保障。确
保沙市长治久安，我们步伐更有
力。助力荆州争创“长安杯”，我们
信心更坚定。

“小手拉大手，平安一起走”活动。

居民平安创建体验活动居民平安创建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