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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萍 徐鹏

　　今年年初，青海省西宁市委召开全市能

力建设推进会，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陈

瑞峰部署全市干部队伍能力建设，要求作风

建设和能力建设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现代

美丽幸福大西宁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

突破性进展。

　　同时，青海省公安厅安排部署“防风险、

除隐患、降发案、保平安”专项行动，要求西

宁公安不断提升打防管控能力水平。

　　如何落实？西宁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田旭带领党委立即开展密集调研，部署开展

全市公安机关“内务大整治、作风大转变、能

力大提升”专项行动。一时间，实战训练、技

能比武、骨干讲业务、学习警规警令、整顿办

公秩序……一系列硬核举措全部上线，西宁

公安能力建设开启了新模式。

　　面对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在

静态管理中西宁公安始终体现责任担当，动

起来、跑起来，以警力之“动”换城市之“静”。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

　　4月2日，清明假期前夜。城东公安分

局民辅警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火速赶往单

位集结，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不到半小时，

分局600余名民辅警，以最快速度各就各

位，迅速投入到核酸检测秩序维护、卡点

检 查 等 工 作 中 ，成 为 疫 情 防 控 的 中 坚

力量。

　　“疫情不退，决不收兵！”在坚守了15天

后，城东分局组织抗疫誓师大会，表示城东

区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紧要关头，全体民

辅警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直到疫情防控

取得最后胜利。

　　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即

奔赴各核酸检测点，克服降温湿雨天气和心

理压力，化身“大白”立即投入到工作中。

调警力解民生难题

　　4月14日，城东区先行实施静态管理。随

后，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也开始实施静态

管理。

　　静态管理的关键要素在于交通有序管

制。西宁形似一叶扁舟，东西狭长50余公里，

市内路网纵横交错，加之车辆保有量已逾70

万辆，迅速让路面归于宁静绝非易事。接到

通告的第一时间，600余名交警火速集结，分

头赶往73个道路交通卡口。不到一个小时，

指示牌全部就位、警戒带全部就位、执勤民

警全部就位、通行证发放全部就位……

　　在艰巨繁重的疫情防控任务中，西宁公

安队伍不忘初心，努力让城市运转有序，让

民生难题有解。

　　4月15日，城东分局治安大队民警正在

核酸检测点执勤，一名群众称其5个月大的

孩子已经两天没有奶粉吃了，请求民警帮

助。民警随即发动亲朋好友多方打听奶粉商

家，找到货源后立即驱车前往，购得奶粉送

到了群众手中。

　　仅4月15日当天，西宁市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就处理服务保障类警情184起，其中包

括上门送药、送氧气、生活物资49起，护送血

液透析病人58起，出门忘记带钥匙31起，其

他类需求20余起。

　　然而，这也只是一个缩影，更多的为民

服务仍在街面巡逻中、封控管控区、核酸检

测采样点默默坚守。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疫情当前，尤其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社

会治安环境。西宁公安坚持疫情防控和社会

稳定两手抓、两手硬，最大限度合理调配警

力兼顾疫情防控、严打犯罪、交通管控、网络

监管、社会面巡防、内部安全防护、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等各项工作，用昼夜不歇的辛苦为

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4600名。这是除了基层派出所值班执

勤、特殊重要岗位值守和极少数的综合后勤

保障民警之外，西宁公安机关全警动员投入

到社会面。不少民辅警父母生病、妻子临盆、

亲人离世、自身患病，但疫情当前，作为人民

警察，他们毅然决然坚守在疫情防控的最

前线。

　　24小时。为了保障静态管理的最佳效

果，全体执勤民辅警24小时在岗在位，在寒

风中挺立，在黑夜中坚守，劝返、核查、引导、

耐心解答，一遍遍地用责任与耐心给人民群

众传递力量、送去温暖。

　　70%。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刑事、治安警

情同比下降的数字。110警情是社会治安形

势的“晴雨表”，刑事、治安等警情保持着环

比上月下降70%的幅度，虽然有静态管控、

人流减少等因素影响，但也更能说明公安机

关在非常时期以非常之举牢牢驾驭社会治

安局势的能力和水平。

　　这场战“疫”大考中，西宁公安队伍明显

更快了、更稳了、也更强了，作风转变、能力

提升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交上一份令人满

意的抗疫答卷。

战“疫”时不我待 坚持就是胜利

以警力之“动”换城市之“静”
西宁公安用能力建设书写抗疫答卷

　　本报北京5月1 0日讯 记者蔡岩红

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该局与全

国工商联联合开展2022年助力小微市场

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全国工商

联副秘书长、经济服务部部长林泽炎介绍

说，2022年“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从加强政

策宣传、优化服务体验、有效纾困解难、助

力健康成长四个角度出发，围绕小微市场

主体核心诉求。推出“政策暖心、服务省

心、解难舒心、护助可心”4大类主题活动

12项行动措施，切实为小微市场主体办实

事、解难题。

　　此次“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基于纳税

人缴费人需求调查、小微企业直联直报和

快速响应机制等渠道收集的重点诉求，聚

焦小微市场主体这一核心对象，通过加大

政策宣传与精准推送力度，提升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知晓度；不断简化办税缴

费程序，将重点支持与精准帮扶相结合；

落实常态化问题响应联动机制，规范强化

“税银互动”。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荣

介绍，税务总局和全国工商联已连续两年联

合组织开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今年“春

雨润苗”专项行动以深入推进落实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助力市场主体增信心、强

创新、解难题为抓手，通过部门间紧密协作，

让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和创新服务举措及时

惠及小微市场主体，助力小微市场主体发展

壮大、行稳致远。

税务总局与全国工商联开展“春雨润苗”行动

　　本报北京5月10日讯 记者张维 自然

资源部今天公开通报2022年第一季度涉嫌

违法用海用岛情况：第一季度，各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继续坚持“早发现、早制止、严查

处”，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手段开展高频率的

监管工作，及时发现制止违法用海用岛的苗

头倾向问题，移交涉嫌违法案件，坚决将违

法用海用岛消除在萌芽状态。

　　发现并制止涉嫌违法填海2处，涉及海

域面积约0.43公顷。其中，浙江省1处，涉及海

域面积约0.07公顷；广东省1处，涉及海域面

积约0.36公顷。

　　发现并制止桥梁、码头、堤坝等涉嫌违

法构筑物用海13处，涉及海域面积约4.28公

顷。其中，辽宁省1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37公

顷；河北省1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002公顷；

天津市1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03公顷；浙江

省4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59公顷；福建省1

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07公顷；广东省3处，涉

及海域面积约2.79公顷；广西壮族自治区2

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43公顷。

　　发现并制止涉嫌违法用岛4处，面积约

0.63公顷。其中，辽宁省1处，面积约0.05公顷；

福建省1处，面积约0.02公顷；广东省1处，面

积约0.29公顷；广西壮族自治区1处，面积约

0.27公顷。

　　据了解，上述违法用海用岛均已移交有

关执法机关依法查处。

　　本报讯 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莫家铖

近年来，广东省连州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不断发挥政法各部门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以发挥联动共建为抓手，

以创新载体为突破，以服务群众为基础，全

力凝聚社会治理合力，构建区域统筹、上下

联动、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新格局。

　　据了解，为打造“平安连州”网格化品牌

建设，连州市把加强社会治理综合网格工作

作为“一号”工程，明确市镇两级党委“一把

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把

综合网格工作纳入总体工作布局和重要议

事日程。

　　连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连州

通过加强“镇（乡）党委、村（社区）党支部、村

民小组（综合网格）党支部”三级基层党组织

架构体系，推动党的组织与基层社会治理结

构紧密衔接，让党组织网络延伸至基层社会

治理末梢，构建区域统筹、上下联动、多元参

与、共建共享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

同时，通过开放应用面向群众并具有“随手

拍”功能的“微连心”微信小程序，让广大群

众发现问题线索能够及时上报。市镇村三级

综治中心依托广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

息系统和“综治E通”App，协调调度有关职

能部门处置网格事件，实现问题线索发现、

甄别、上报、交办、处置、反馈、办结7个方面

线上闭环运作管理，不断提升网格化管理信

息化水平。

今年一季度涉嫌违法用海用岛情况公布
发现并制止涉嫌违法填海两处

连州构建区域统筹上下联动治理格局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邹洋

吾丽娜 为切实消除火灾隐患，新疆昭苏

县消防大队近日组织监督员深入辖区机

场、客运站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宣传。监督

员重点对客运站、天马机场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消防设施配备及运行、室内消火

栓等进行了仔细检查。大队监督员对车

站、机场工作人员及过往旅客开展消防

安全宣传，对员工及微型消防站人员现

场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消火栓的使

用，室内消防设施、器材的作用及使用方

法；对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提醒广大群

众外出时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增强群众

消防意识。

　　本报讯 记者阮占江 帅标 通讯员

王汝福 近年来，湖南省临澧县着力构建

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禁毒宣传网，

综合运用重点整治、专项打击、宣传教育、

管控帮教等措施，多层次、全方位、常态化

开展禁毒预防教育，切实增强禁毒宣传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截至目前，全县共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10万余份，辖区群众对禁种

铲毒的知晓率达100%，禁种踏查覆盖率

达100%，零星非法种植罂粟的主动发现

率和查处率达100%；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人员全部管控到位，未发生涉毒人员肇

事肇祸事件，确保了辖区吸毒人员连续5年

零增长。

昭苏检查客运站消防安全 临澧禁毒打防管控成效明显

　　本报讯 记者王家梁 记者近日从贵

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今年2月以来，六枝特区检察院立足检察职

能，以“国财国土”公益诉讼两个传统领域为

切入点，紧盯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通过督促有关部门履职，对欠缴土

地出让金的企业开展公益诉讼监督，40天时

间成功督促追回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及违约

金11347.78万元。

　　据介绍，六枝特区检察院依托区政府出

台的《关于加强府检联动工作方案》，积极参

与地方政府“问题楼盘”整治专项行动，全面

排查全区楼盘建设情况。在线索排查中发现

贵州某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标取得六

枝特区文化路以西南邻六枝河宗地使用权，

截至2022年3月，该公司只支付5235万余元价

款，尚欠2200万元及违约金。3月9日，六枝特

区检察院分别向区税务局和区自然资源局

现场送达诉前检察建议。检察建议发出后，

六枝特区检察院多次主动上门，与区税务

局、区自然资源局就如何形成合力共同追缴

座谈磋商。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该公司不

仅全部缴清欠缴的土地出让金，还上缴270

余万元的违约金。六枝特区检察院以该宗地

土地出让金追缴为主线，同步开展督促其余

欠缴地块追缴、新增出让地块出让金收缴监

督。截至4月19日，共督促追缴收缴11347.78

万元。

六盘水六枝特区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监督

督促追回国有财产1.1亿余元

　　本报讯 记者王莹 通讯员云公轩

“这面锦旗代表着人民群众对我们反盗工作

的肯定，我们会再接再厉，全力守护群众的

‘小利益’。”近日，福建省云霄县公安局巡特

警反恐大队接到一面写有“为民服务 品德

高尚”的锦旗，路面巡逻民警林雪风动情

地说。

　　在云霄城区，巡特警反恐大队24小时屯

警街面，动中备勤、动中处警，以“攻大案”的

干劲“破小案”，把挽回损失作为提升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的重要发力点。

　　不久前，“云霄110”接到一名群众报警

称其遗失了钱包，内有6600元现金、贵重首

饰及重要证件。值班民警到达现场了解情况

后，一方面通过勘查中心现场获取有价值的

线索，另一方面启动视频巡查，对沿街监控

与居民监控逐条路线开展摸排，很快判断出

钱包被一男子捡走。勤务指挥室继续沿着线

索追踪，不到2小时就将钱包及包内财物如

数归还失主。

云霄公安强化科技赋能为民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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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图① 安徽省巢湖市公安

局民警近日在配合卫健等部门

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的同时，还

着力打造山村防疫卡点“安全

宣传驿站”。

  图为民警向群众赠送反诈

口罩。

本报通讯员 杨祖友 摄    

  图② 根据疫情形势，河南

省郑州市在主城区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郑州市公安局组织民

警开展保障工作。

  图为5月9日，郑州市公安

局金水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雨

中协助群众做核酸检测。

本报通讯员 刘书亭 摄    

  图③ 5月5日，江苏省江阴

市周庄镇开展核酸检测。周庄

派出所组织警力奔赴现场开展

执勤值守。

  图为民警在检测点值守。

本报通讯员 高华一 摄    

②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于超蓉

　　

　　“你们来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援！”4月

16日，浙江省金华市开发区南苑社区、婺城

区祝丰亭社区等迎来金华市委政法委机关

干部，他们下沉到战“疫”一线，与社区工作

者并肩作战，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强

堡垒。

　　“今天一个上午爬楼敲门数百户，右手

敲成了‘腮红指’，出了一身汗。”一大早，金

华市委政法委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郑文辉

因提醒南苑社区居民做核酸检测，挨家挨户

敲门，他的手指关节呈现出红肿状态。对于

没在家的住户，郑文辉逐个打电话通知其做

核酸检测。

　　南苑社区是个老旧小区，普遍为6层楼

房。“我们一层层步行至顶楼6楼，逐一敲门，

脚酸气喘。”金华市委政法委专班人员赵雪

晴的手指关节处也露出了一层红晕，“这是

敲门敲出来的，每户都要敲门，敲到后面手

指都疼了。”赵雪晴一边解释，一边笑言，“疼

归疼，不过挺欣慰的，居民们很配合理解我

们，让我们觉得暖暖的。”

　　“年纪大了，头痛腰痛脚痛，有点走不动

了。可是社区工作人员这几天工作强度很

大，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我要自己下楼做核

酸。”9点半，南苑社区八旬老人张秀琴步履

蹒跚前往离家不远的南苑东小区核酸采

集点。

　　在南苑东小区核酸采集点，金华市委政

法委反邪教协调室副主任项柏林看到了腿

脚不便的张秀琴老人，立即快步上前。

　　“您慢点！我扶您去做核酸！”在项柏林

的搀扶下，老人每一步都走得稳稳的，这一

暖心的画面让现场做核酸检测的市民纷纷

点赞。

　　“大伙注意佩戴好口罩”“大家按照规定

距离，保持好一米线间隔”……在中景小区

门口，金华市委政法委专班人员张峥嵘一直

提醒市民保持安全距离，在做好自我防护的

同时，协助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秩序。“早上6

点多我就在社区了，虽然一站就是半天，但

是感觉很充实。”张峥嵘说。

　　在婺城区祝丰亭社区，金华市委政法委

工作人员陈志丽、傅斯晨耐心解答市民咨

询，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提醒

其保持安全距离，不插队、不交谈、不聚集。

　　“南苑社区常住人口4200多人，2200多

户居民。在我们人手最紧缺的时候，金华

市委政法委的机关干部们闻‘疫’而动、下

沉社区，帮助‘扫楼’、助力社区做好核酸

检测采样点的秩序维护等工作，他们‘冲

锋上阵、硬核担当’，彰显了政法铁军本

色，让我们很感动。”金华市江南街道南苑

社区党委书记李琦说。

闻“疫”而动彰显政法铁军本色
金华市委政法委机关干部下沉支援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