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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见习记者 白楚玄

　　

　　时隔近30年，环卫职工孙师傅终于住进了有

产权的新房里。这个中秋节，一家人重拾了踏实的

幸福感。多年的难题一朝得以化解，这是北京市东

城区信访联席会调动了多个部门单位共同努力的

结果。

　　“单凭我们单位一家之力远远不够，能够解决

这起10余人多年反映的信访积案，靠的是各方合

力。”牵头办理这起积案的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党委书记高建中说，正是有了区信访联席会议

和信访部门的推动，政法委、财政局、住建委等数

家区属单位的协同配合，才让这起积案在半年多

的时间内得以化解，给群众办成了一件实事。

　　信访无小事，件件系民生。《法治日报》记者了

解到，为适应当前信访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破

解信访接待“单位分散”、信访处理简单“回娘家”、

积案化解习惯用“老办法”等问题瓶颈，东城区建

立起矛盾纠纷调解处置一体化模式，通过构建联

合接访平台、设立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工作专班、完

善访调对接工作机制和健全完善信访终结后续处

置机制等，推动重点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一站式

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切实把信访工作

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去年年底，与孙师傅诉求相似的东城环卫系

统的10余位职工陆续拿到了置换房屋的钥匙，搬

进了有产权的新房。此前，因1995年分配的房屋无

产权、无规划，导致部分职工无法落户、子女无法

入学并引发一系列生活困难，这些职工为此多次

集体上访，要求解决问题，置换有产权的房屋。

　　东城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把治理重复信访

化解信访积案作为着力点，推动解决信访“钉子

案”“骨头案”，为解决困扰孙师傅多年的问题，

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环卫中心一把手多次走访

调研，召开3次职工见面会、组织5次联合协调工

作会……为切实解决职工生活困难，东城区环境

卫生服务中心协调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等解决

居民当时的居住困难，专班调度各单位协同制定

置换房解决方案，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最终，在区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的推动和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这起信访积案

得以全面解决。

　　联合调处展现出的力量，也让东城区信访办开始全面构建联合接访

平台。东城区信访办先期选取了来访量较大的住建委、国资委、城管委等

单位进驻东城区信访接待中心，开展联合接访。同时，东城区信访办进一

步优化来访接待工作流程，根据接待情况，列出“责任清单”，切实把“问题

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今年2月，陈女士来到东城区信访办反映问题。她居住的房屋于2008

年经统一修缮后，测绘房屋面积比原房本登记面积增大了3平方米，这也

导致该房产后续一直无法变更产权。随后，这一问题涉及的住建委等责任

部门联合接待了陈女士，主责部门当日就前往现场进行了查看。

　　“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职能部门有责任解决群众困难。”协调会上，

各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提出了解决路径和政策建议，由原修缮房屋的单

位对超面积部分进行整改，使房屋符合产权变更条件；由住建部门进行重

新测绘；由产权登记单位依据陈女士申请依规办理不动产变更手续。1个

多月后，陈女士的房屋整改修缮完毕，经测绘审核后完成了不动产变更

登记。

　　“《信访工作条例》中明确，市、县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联合

接访工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组织有关机关、单位联合接待，一站式解决

信访问题。”在东城区信访办主任刘耕福看来，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

《信访工作条例》，为东城区探索推动矛调处置一体化模式提供了有力的

制度支持和引领。

　　刘耕福告诉记者，依托矛调处置一体化模式，东城区在升级扩建区信

访接待中心的基础上，统筹辖区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量，构建起以区信

访接待中心为龙头、各责任单位信访处理为主干、社区为支撑的信访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体系，织牢织密源头预防化解网络。此外，还将完善访调对

接机制，增强信访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完善律师、心

理咨询师等第三方参与信访机制，多措并举化解矛盾纠纷。

　　今年，东城区矛调处置一体化模式升级为“央地联系项目”，刘耕福表

示，东城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全区统筹、专业共治，对于重大、专

业、跨域的矛盾纠纷，从区级层面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单位主体责

任，推动信访矛盾化解齐抓共管，做到“重点问题联管、重大事件联处、重

要矛盾联治”，实现解决信访问题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

统一。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网警大队、樟

潭派出所在联合对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未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未制定网络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构成了网络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

保护义务的违法行为，鉴于该公司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整改，依照《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涉企

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规定（试行）》，衢江分局对该

公司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开出不处罚决定书。

　　“实行涉企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给了市场主

体一次自我纠错的机会，这是我们柔性执法的一项内

容，更是倾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衢江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衢江分局对于涉企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的探

索实践，是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柔性执法的一个缩影。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今年以来，各地公安机

关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违法犯罪的同时，保障企业群

众合法权益，通过包容审慎执法推动稳经济、促发展、

保民生，助力公安执法工作提档升级，不断提升群众获

得感和满意度。

稳慎执法助力合规

　　近日，浙江省浦江县公安局依据第三方组织给出

的合规评估报告，依法对违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的某珠宝有限公司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这起首例企业行政合规案件的顺利办结，再一次

拓宽了浦江公安深化柔性执法的覆盖面，推动助企纾

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当地落到实处。

　　作为“中国水晶玻璃之都”，浦江小微水晶企业多

以租用大企业场地方式开展生产经营，因不具有单独

营业执照，无法申购易制毒化学品（重要生产原料之

一），借用他人备案证明购买情况较为普遍，存在一定

的监管漏洞和安全隐患。

　　为切实解决企业实际经营难题，浦江公安探索推出

全新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模式——— 由大企业与公安机

关签订责任书，对挂靠小微水晶企业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负主体责任，明确不得以转卖方式进行出售；公安机关

则会督促指导大企业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和企业内部规

范，设置专门仓储场地，落实专人管理，规范台账登记，

确保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使用合法合规。同时，明确行政

合规程序和操作流程，健全行政合规激励机制，推出行

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从轻”“减轻”“免罚”三张清单。

　　“本来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我们计划在整改时把

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全部集中在一个车间。但这样成

本高、极不便利，而且大家的使用标准也不一样。公安

机关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正如当地企业家张先

生所说，公安机关此举不仅给了“犯错”企业一个改过

机会，也促进了企业乃至行业规范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稳慎执法推动企业合规

发展、拓宽柔性执法覆盖面的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积

极强化涉企执法监督，更好地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维护经济活力和韧性。

　　贵州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检察机关开展涉民营企业

刑事诉讼“挂案”专项清理工作，排查清理涉及民营企

业“挂案”110余件；开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执法司法专项整治行动，评查涉民营企业案件100起，

督导整改问题20余个，坚决纠正不规范使用侦查强制

措施和违规查扣冻等问题。

　　甘肃公安经侦部门开展执法巡查、个案评查、信访

核查和专项整治“三查一治”活动，评查案件400余起；

出台《关于加强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立案工作有关问

题的意见》等多项执法制度规范，加强对立而不侦、久

拖不决，插手经济纠纷、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的治理。

执法细节体现温度

　　“我们原本打算直接上前抓捕，但发现嫌疑人贾某

正带女儿玩，怕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马上调整了抓

捕方案。”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巡特警大队民

警说。贾某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支付他人报酬，被列为

网上通缉人员。发现贾某踪迹后，民警决定演一场“老

友偶遇”，贾某明白后低声配合，但请求让他陪女儿吃

完饭。饭后，民警一直陪同贾某女儿聊天，直到其母亲

将其接回。

　　这样的柔性执法案例在浙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在充分保障涉案人员权利的基础上，执法细节也在

努力体现人文关怀。除了“柔性抓捕”避免给嫌疑人未

成年子女留下心理阴影外，浙江公安机关还探索建立

执法关爱人制度，为在押人员指定民警作为临时关爱

人，其间如遇民事诉讼、生产经营活动、家庭重大事件，

执法关爱人可以依法、及时提供便利服务或转达委托

事项等，充分体现执法温度。

　　“拎袋子的阿姨，您闯红灯了，请站在路边等红

灯。”近段时间，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区的不少路

口，居民出行时总能听到这样温柔而坚定的提醒声。

　　桐庐公安交警部门利用智控技术设备，采取喊话

式柔性执法，拉近了交通管理者和参与者的距离，执法

效果更加明显。“被喊到的市民朋友会马上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及时纠正；旁边的行人也会主动自查有没有做

得不对的地方，自我纠正。”桐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

大队长胡鸿说。

　　自倡导柔性执法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将10类交通

违法行为纳入首次违法警告清单，处罚量下降20.42%；

实施学法减分措施，285.2万人次完成减免记分。

　　“各地公安机关探索实践柔性执法，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新要求、新期待，主动服务于稳住经济大盘、保障

和改善民生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

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贠杰评价

说，努力实现执法活动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有机统一。

强化事前预警告诫

 　变“事后严处”为“事前预防”，这是当前各地公安

机关探索实践“柔性执法”的另一显著标志。

　　尤其在强化市场主体守法经营的自律意识方面，

各地公安机关以“教育为主、预防为先”为原则，坚持事

前预警告诫、事中纠正制止、事后教育规范，通过提示、

警示、整改等措施，引导当事人自行纠正或杜绝违法

行为。

　　山西省公安厅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制定了涉企轻微网络安全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为全省公安机关涉企网络安全管理行政执法提供了依

据，使免罚有据可查，减少自由裁量寻租空间，同时明

确“免罚”不是简单的免予行政处罚，而是要求执法民

警采取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教育、引导、督促当事人自觉

守法，引导市场主体自行纠正或杜绝违法行为，强化市

场主体守法经营的自律意识。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机关实施无事不扰、首违不罚

等柔性执法举措，最大限度防止因执法办案对企业经

营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深入开展“千警进千企”活动，集

中排查经济领域风险，清理风险单位120余家，发布通

报预警60余条，有力净化市场环境。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机关开展“千警联千企”，活动

挂包联系重点企业1476家、重大项目418个，签署警企

共建合作协议书，建立企业评议公安机关制度，共同开

展大宣讲大排查大整治，同时制定了服务企业发展、保

障企业家干事创业十条措施以及十条严禁，既明确安

商惠企工作清单，又划定法律底线和纪律红线。

　　“无事不扰、首违不罚等柔性执法举措，有效将靠

前服务与依法依规用权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服

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深远意义。”

贠杰分析指出，公安机关在下一步工作中应平衡好执

法自由裁量权与严格执法的关系，在加快统一实施细

则标准、提升执法人员素质能力的同时，加强相关探索

经验的系统集成、复制推广，把各地成熟经验和有效做

法尽快上升为全局性机制，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

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探索实践柔性执法倾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公安机关包容审慎执法推动稳经济促发展保民生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李 松 谭缜

　　

　 警灯闪烁、警车穿梭，在湖南常德城区浓浓

的“烟火气”中，人民警察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

穿行在祥和宁静的沅澧大地，守护着一方平安。

　 “常德市城区常态化巡逻防控工作正式启

动！”2021年8月26日，市城区常态化巡逻防控正

式启动。

　 一年来，15万余人次警力用脚步“丈量”沅

澧大地，排查化解矛盾纠纷7905起，常德市街面

违法犯罪警情数、治安刑事案件发案数均同比

下降30%以上……

屯警街面

织密全天候巡逻防控网络

　 “我们要争当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用警

察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去年

8月26日以来，常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余

良勇每月深入辖区开展徒步巡逻，各级党政主

要领导带头参与，持续掀起常态化巡逻防控

热潮。

　　他们将市城区武陵区街面划分为15个巡区

网格，科学制定市城区巡逻路线59条，确定24个

交警驻点值守重点路口，同时布设15个快警平

台、31处屯警点，让“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

动常态长效开展。

　 常态化巡逻防控以来，武陵辖区街面可

防性案件同比下降32%，安全事故类警情下降

11%。2021年年底，武陵区成功捧回平安中国

建设领域最高奖“长安杯”，公安机关功不

可没。

　 今年5月初，常德经开区公安局德山派出

所社区民警在走访园区企业时，接到李女士

反映，称其停在小区门口的车辆车窗被砸，车

内贵重物品和一些数据资料被盗。了解情况

后，德山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展开侦查，经过

连续两昼夜不间断的工作将嫌疑人抓获。这

是常德公安机关狠抓重点部位巡逻防控常态

化的一个缩影。

　 常德经开区公安局以创新产链警务为契

机，推动警企联系制和项目警官制深度融合，

切实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园区电诈发案率同

比下降57%，涉企类案件侦破率同比提高35%。

　 城区常态化巡逻防控启动以来，各区县

（市）公安机关严格执行“动中处警”，累计打

击现行违法犯罪1 9 3 5 起 ，切实守护了平安

稳定。

凝聚合力

构建全社会巡防联控格局

　 常德公安机关最大限度把巡控力量摆上街

面，为群众“守夜”、为平安“站岗”。“百日行动”

以来，全市共投入警力45000余人次，先后开展2

次6晚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抓获现

行违法犯罪嫌疑人130人。

　 常德公安机关以派出所辖区为单元，合理

划分治安巡防网格，实行“以警带保、警保结合”

方式共同开展治安巡防。目前，1.1万名保安力量

纳入巡逻防控、基层社会治理范畴，三个试点区

县共投入警保联动人员2842人次，涉矛盾纠纷警

情同比下降15%以上。

　　连日来，白马社区红马甲志愿者刘芸拎着

小喇叭与辖区民辅警穿梭在自己所在的网格

中，用百姓熟悉的“方言方语”将反诈防骗知识

传播到每家每户。

　 “咱们这一块安置居民不少，不少骗子瞄准

一些老人，我们的‘红马甲’队伍必须为老百姓

构筑安全防诈‘保护墙’。”刘芸说。

　 常德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组织治保干部、网格员就地加入“义警”等

平安类社会组织，广泛开展“红袖标平安守护”

行动，进一步提升辖区治安防控能力。

站点前移

助力全覆盖提升巡控效能

　 市局指挥中心坚持每周、每月对市城区警

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动态调整巡防警力分布和

重点巡防区域路段。目前，市城区处警速度已基本

实现“重点部位1分钟、中心区域3分钟、其他区域5

分钟”到达现场，进一步提升巡逻防控针对性。这

一年，12.6万条警情指令均第一时间得到传达。

　 今年1月，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

队指挥中心接到救助电话：求助人三个月大的

宝宝高烧惊厥，情况危急，当时求助人正驾驶车

辆经常吉高速公路赶往常德市妇幼保健院抢

救，由于路况不熟，请求交警帮助。

　 指挥中心立即下达指令，驻守在市城区柳叶

大道桃花源路口附近的交警很快与求助人取得了

联系，并电话指导进城路线。原本从该路口到医院

需要近20分钟的车程，在警车的护送下仅用8分钟

时间赶到，为抢救生命赢得了宝贵时间。

　　常德公安机关通过综合运用350兆等科技

信息化手段，在指挥中心、治安防控中心对巡区

及巡防警车、警力进行位置展示，实时呈现网格

化警力巡防和动态部署，巡防效能全面提升。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着力更新检察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

责，坚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优化提升各项质量指标，积极推进侦协机制落

实，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迈出刑事检察高质量发展新步伐，刑事检察“案-件

比”、诉前羁押率、捕后不诉率和无罪判决率等不断下降，不捕率、不诉率、认罪认

罚适用率、开展追赃挽损工作率、司法救助率等大幅上升，不捕不诉复议复核率

位列全省检察机关第一。

　　近年来，秦皇岛检察机关全面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筹推进少捕慎

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打击金融证券、信息网络、养老

诈骗、洗钱等领域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从严快办涉疫案件，深入

推进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护航经济健康发展。不断优

化提升刑事检察各项质量指标，准确研判类案常见社会危险性情形和逮捕标准，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实现精准化，着力把每起案件都打造成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优质检察产品。全市挂牌设立两级10个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合办公室，并开始实质化运行，实行交叉式培训、协同式监督，打造轻微刑事案件

“一站式”简案快办平台。

　　秦皇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在权利救济、安全保障、矛盾化解、风险

防范等方面的治理职能，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秦皇岛市

检察院形成《2021年度秦皇岛市刑事犯罪现状分析和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相关建议》专题报告，当好法治参谋。全市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法院等部门

成立8个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积极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国

际禁毒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用好公开听证、

司法救助、促进和解等手段，通过“融合式履职”方式，尽最大努力化解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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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检察机关优化提升
刑事检察各项质量指标

15万余人次警力用脚步“丈量”沅澧大地
常德公安常态化巡逻防控提升群众安全感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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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江苏盐城警方采用定

期走访宣传法律及相关优化营商措施等形式，为企

业及员工提供“一对一”精准法律服务。图为近日盐城市公安局经济开

发区分局天合警务站民警深入企业对相关优化营商措施进行解读。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夏禹 摄  

  图②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民警近日到企业

指导设备使用，保障企业规范运行。

  图③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民警近日走访企

业，分发助企政策资料。 倪陈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