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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满意是衡量公安工作
的唯一标准。说起峄城公安分
局吴林派出所乱沟社区警务
室，当地群众就是一个“赞”
字。不仅如此，为了表达对社
区警务工作的赞许，当地庄户
剧团把社区民警李刚一心扑在
社区、一心为了群众的事儿，编
进了自创的柳琴戏《社区民警
来驻点》——“说公安，道公安，
公安工作不平凡。能吃苦，能
耐劳，把群众生活挂心间……”
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乱沟社区地处峄城区最南
部，南邻台儿庄区，枣台公路、
枣临铁路穿境而过，下辖大李
楼、崔庄、乱沟、坝子四个行政
村以及小李楼、丁坝、康庄三个
自然村，地理位置特殊，治安环
境较为复杂。2012 年 11 月，
峄城分局社区警察大队正式挂
牌成立，当时在峄城公安分局
从事治安、网安工作的李刚主
动请缨来到社区警察大队吴林
中队乱沟社区，成了一名社区
警察。

辖区群众众多，从哪儿着
手，怎样取得最佳的效果呢？

李刚自创了四个结识工作法，
针对辖区的四种典型人群：党
员干部、知名人士、特殊人士、
上网人员，建立了结识树图表，
这四类人群是结识树的主干，
其他的群众是结识树的小枝
叶，通过这四类典型人群协助
了解、管理社区警务工作。针
对各种人群，李刚制定了不同
的治安防范宣传活动，如对辖
区的各中小学、各类暑期辅导
班、文艺教学场所，社区警察开
展安全知识进课堂活动，向中
小学生讲授暑期易发的游泳溺
水、安全出行、防拐防骗等安全
隐患方面的防范知识；对留守
儿童开展送温暖活动，在送去
安全防范知识的同时，为他们
送去了爱心书包、学习用品和
毛绒玩具以及印有“吴林社区
警察您身边的贴心人”的水杯
等慰问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身体健康越来越为群众关
注。李刚联系峄城区人民医院
的有关专家到社区开展免费义
诊等活动，为辖区15个村居开
展了义诊，义诊群众达到1000

余人，受到了辖区群众的欢
迎。78 岁的老党员刘德祥患
白内障已经有七八年，视物模
糊，李刚在走访中发现后带老
人去峄城区人民医院做了体
检，了解到老人血压高暂时无
法手术，他又为老人准备了降
压药做先期降压治疗，每次去
乱沟村走访都要到老人家中了
解情况，等到刘德祥血压稳定
后，李刚又为老人协调免费做
了白内障手术。当老人从医院
回到家中，看到年迈老伴脸上
的皱纹和稀松的牙齿时，老人
禁不住老泪纵横：“七八年了，
可看清你现在的样子了……”

得益于在网警工作的经
历，李刚一直努力把乱沟社区
警务室建成一个新型的网络警
务室，他将网络技术应用在工
作中，让网络技术更好地服务
社区警务工作。他先后开通了
百度“峄城社区吧”和个人微
博，2014 年又申请开通了“社
区警事”公众服务平台，通过这
些平台把警方提示、安全防范
知识和办理业务的流程发给网
友，并随时与网友保持互动。

他把平台的二维码贴在了警务
室门口，群众来办业务的时候
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以与
李刚“键对键交流”了。李刚白
天在警务室忙工作，下班回家
后就在网上忙活他的贴吧、微
博和微信平台，在互联网上利
用百度贴吧、微信公众平台、微
博等，使各项公安工作走进社
区、走进互联网、走进群众的家
门口。

2014 年 10 月，他为社区
协调来了十一路高清监控设
备，将这十一路设备安装在社
区各重要路口路段，利用专业
知识将这十一路监控通过手机
APP连入手机，实现了随时随
地查看各重要路口基本情况。
通过这些监控，他帮助群众找
回来十多部手机、农具及其他
物品若干。同时，李刚还在警
务室设了一间警民体验室，里
面收集了一些假化肥、假饮料、
假食品等等，各式灭火器，甚至
还有废旧的液化气罐，做为安
防教育的教具。群众来了，李
刚就教他们如何辨别真假，免
受假货之害；告诉他们，如何安

全使用液化气罐，使用多久后
必须换新罐；家里一旦着火了，
怎么灭、怎么救。听完李刚的
讲解，王大姐很感慨地说：“李
刚兄弟，你说的对，安全第一。
我家的液化气罐有些年头了，
回去得赶紧换个新的。”

乱沟当地有个庄户剧团，很
受群众欢迎，李刚与剧团的负责
人取得联系，由社区警务室提供
各类社区警务、案件及防范素
材，由剧团里的专业人员将其编
成脍炙人口的戏曲片段，每次乱
沟社区大舞台表演时都会唱上
几段。当地群众的安全防范意
识大大提高，辖区治安稳定，侵
财类案件大幅下降。

乱沟社区警务工作让群众
觉得踏实，社区民警真心真意
为群众办事，庄户剧团有感于
此，将社区警务工作编成了群
众喜闻乐见的柳琴戏，四处传
唱：“……峄城公安局党委，刚
一上任抓平安。特警巡逻搞的
好，群众心中有安全。他委派
民警来驻点，李刚来到俺身边，
聊村情，解民意，发展规划思路
宽……”

群众自创柳琴戏点赞社区民警

乱沟社区警务做到百姓心坎上
○通讯员 贾莉莉 田甜

12月4日，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带领部分干警到滕州市级
索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中院法
官发放了各种法律宣传资料500余份,接受群众有关法律咨询
30余人次。 (通讯员 魏大为 摄)

12月4日，滕州法院组织部分法官深入级索镇中心广场开
展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法官干警摆放了专门
制作的法制宣传展板，并积极为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提供法
律咨询，受到群众的欢迎。 （通讯员 秦剑波 摄）

近年来，市中区人民法院经常把案件庭审搬进校园，以鲜活
的案例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在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
观念，预防犯罪。图为在枣庄学院校园内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刑
事案件。 （通讯员 吉喆 种法亮 摄）

日前，峄城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将拖欠达两年之久的120余万元工资款发送到83名农民工的手
中。图为该院执行局将拖欠的工资款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通讯员 王敏 武蓉 孙文冲 摄）

岁末将至，为确保辖区企业生产顺利开展，提高工人维权意识
和能力，12月1日，滕州市人民法院北辛法庭组织法官深入企业车
间开展送法活动，为工人送上法治暖阳。活动中，法官向企业负责
人、工人重点宣传民工劳动保险、工伤保险、劳动纠纷等权益保障
知识，受到在场务工人员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秦剑波 摄）

12月3日，枣庄学院部分大学生走进市中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旁听一入户抢劫盗窃案件的审理过程，并与法官进行互
动交流，接受法治教育，学习宪法知识，感悟宪法精神，迎接12
月4日我国第二个“国家宪法日”的到来。图为法官付清文（左
三）在庭审结束后与大学生们
进行互动交流。

（通讯员 吉喆 种法亮 摄）
枣庄法院

为进一步加强市
容环境建设，提升城
市形象，给广大市民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
环境。近日，市中区
城市管理局开展了为
期一个月的城区市容
环境专项整治活动，
对临街店铺店外店、
伸缩篷及高音喇叭宣
传、街头商业活动噪
音过高等违规行为进
行集中清理。
(通讯员 吕强 冯君
鹏 摄)

12 月 3 日，市中
公安分局税郭派出所
民警利用当地适逢冬
季农产品物资交流会
的有利时机，把印制
的安全防范小常识、
年历等资料免费赠送
给“赶会”的群众，提
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和能力。

（通讯员 吉喆
武亮 摄）

峄城讯 今年以来，峄城
交警大队在“秉公执法人民公
安为人民”主题教育活动中，不
断总结经验，固化成果，从履行
岗位职责做起，通过具体抓、抓
具体、把责任具体化，做到五抓
五促，以细致求实效，确保了各
项制度的全面落实，切实维护
了纪律的严肃性。

抓小事促规范，大队从小
事做起，从点滴抓起，狠抓民警
的日常行为规范；抓苗头促执

行，摒弃家丑不外扬的固疾，大
队内务督查小组充分发挥职
能，对苗头性的问题敢抓敢管，
决不姑息迁就，促使纪律不折
不扣得以执行；抓教育促提高，
按照开展建设“学习型公安机
关”的要求，通过开展集中教育
与个别诫免相结合等各种形
式，开展教育活动，注重树立模
范，以典型开路，弘扬正气，狠
抓队伍的良好言行举止教育，
提高了民警执行纪律的自觉

性；抓重点促整体，以求真务实
的态度，认真分析，进行整合，
抓准、抓住容易出现的问题作
为切入点，反复抓，抓反复，见
实效，以重点的突破带动整体
的有效推进；抓巩固促发展，坚
决杜绝对于抓纪律“说起来重
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常抓
不懈，不断巩固，经常性地组织
学习有关纪律规定，结合实际
出台与之对应的具体规定和实
际措施，开展对照检查，自我反
思、纠正，促进了队伍建设新发
展。
（通讯员 吴成亚 许慎法）

峄城交警“五抓五促”严格纪律树形象

滕州讯 今年以来，西岗
派出所以“源头控、主动管、坚
持防、深入打”为工作重点，严
格落实措施，有效预防和遏制
侵财类案件的发生。

该所从强化警情信息研判
入手，坚持每日例会对警情分
析研判，特别对侵财类案件的
时发、趋势进行综合判断，有针
对性的开展防范，加强和调整

对重点村居、路段的视频监控
和警力布控。不断强化重点场
所整治。注重强化涉案物品追
踪。加强对废旧品收购、机动
车维修和销售二手车行业的检
查管理力度，落实从业人员责
任，物建特情获取信息线索，严
厉打击收赃销赃违法犯罪活
动。同时重点强化易发案区域
管控。实施正副班、昼夜巡逻

和“警灯闪烁”工程，依据案发
规律和特别，将巡防警力向辖
区周边路段、村居倾斜，切实做
实做细重点部位治安防范控制
工作，提高对违法犯罪的震慑
力。

今年以来，先后排查整改
各类隐患13处，排查可疑车辆
40余辆，可疑人员29人次，追
回返还被盗电动车7辆，手机3
部，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9名。

（通讯员 张孝金）

西岗派出所预防遏制侵财案件发生

薛城讯 近年来，薛城区
城管局高度重视信访稳定工
作，信访维稳工作有序运转、态
势良好、成效明显。

完善制度，健全程序。制订
领导干部定期接访、约访、下访
制度，确定具体的接待日程安
排，建立信访接待簿、矛盾纠纷

排查簿，对信访局转办的信访案
件做到特事特办，及时调查、及
时处理、及时答复、及时上报。

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严
格落实“一岗双责”的信访责任
制，认真调查、协调、处理责任
范围内发生的信访事件，对群
众提出的问题，能办理的及时

协调处理，一时不能办理的，做
好宣传解释，将苗头性事件妥
善处理在基层。

细致排查，深入化解。局党
组定期深入到各分局、大队以及
帮包单位进行走访。采取主动
约访，适时监控等措施，对重点
人和重点问题进行重点摸排、梳
理。努力做到方法不过头、人员
不滞留、矛盾不激化、事态不失
控。 （通讯员 颜亚婷）

薛城城管多举措促信访维稳常态化

滕州讯 为进一步引导学
生树立健康、文明、和谐的城市
管理意识，近日，滕州市城管局
工作人员走进柴胡店中心小学
开展了“城管知识进校园”活
动。

城管队员们用漫画展板的
形式将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生
动活泼地展示给小学生们，重
点介绍了当前我市城市管理的
新举措、城管法律法规知识，让
学生们认识到乱搭乱建、焚烧

垃圾、乱倒渣土等生活中的陋
习会影响城镇形象、给大家的
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同学们在
参观展板后表示，这次展览让
他们对城管工作有了更深的了
解，作为一名学生，要从自身做
起，养成文明习惯，自觉爱护城
市容貌。

（通讯员 宫燕）

滕州城管开展“城管知识进校园”活动

台儿庄讯 为进一步加
强城市环境治理，近日，台儿
庄区城管局把市民群众反映
的热点、难点作为工作的重点
方向。整治了林运路北段、文
化路东段等一批市民群众反
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林运路北段是今年以来
市民反映的最热点问题。该
局结合国家园林城市创建，
彻底解决林运路北段马路市
场问题。集中整治后，采取
全天候值守的措施，防止再
次反弹。目前，各商户摊贩
情绪平稳，市民群众反映良

好。
文化东路也是群众反映

的热点问题，更是难点问题，
我们依托城市道路改造，跟上
疏导，严管重罚，并积极创建
文化路文明示范街。

非机动三轮车非法营运，
围堵公交站台，严重影响市民
群众安全，扰乱城市道路交通
秩序，也是市民群众反映的重
要内容，我们采取安排专门中
队，错时执法和管理，严厉打
击非法营运，确保城市道路交
通秩序有序畅通。
（通讯员 马运涛 李慧）

台儿庄城管回应热点难点服务群众

春运将至，济南铁路公安处枣庄站派出所为了加大对倒
卖、伪造、变造火车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组织民警和
车站工作人员开展客票调查，严格执行旅客乘车“人、证、票”
必须相符的实名制验票规定。（通讯员 赵忠刚 张涛 摄）

为更好的和谐警民关系，不断提高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及
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近日，峨山派出所扎实开展大走访创满
意活动，同时还为村民送上了今年最新的精美公安宣传年历
画。 （通讯员 李忠怡 摄）

为增强在校师生的自护意识和防范能力，维护校园安全
稳定，近日，榴园派出所组织民警到辖区王庄中心小学开展法
制报告会，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同时还传授了自我防范常识和
消防安全自救知识。 （通讯员 李建青 摄）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近日，坛山派出所
组织民警在辖区开展大走访创满意宣传活动。民警通过走访
和加强巡逻，向群众发放新年挂历、防诈骗宣传彩页，拉近了
警民距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讯员 马秀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