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公安局开展“警民牵手 110，

共创平安迎大庆”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蒋泽

艳 摄影报道） 在全国第

33

个

110

宣传日即将来临之际 ，

为充分展现公安机关在依法打

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

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等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 全力提升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1

月

6

日上午， 册亨县公安局多部门

联合， 利用赶集日之利在布依

文化广场组织开展 “警民牵手

110

，共创平安迎大庆 ”主题宣

传活动。

为确保宣传活动能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果，宣传活动采

取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及

110

宣传工作手袋、 播放语音

等多元化方式大力宣传

110

工作 ； 民警面对面与群众交

流 ， 耐心宣讲法律法规及防

火 、防盗 、防诈骗及交通安全

等常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关

心和正确使用

110

， 理解和支

持公安工作，极大地增强了群

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增进了群

众对

110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

增进了警民和谐关系 ，拓展了

良好的警民联系渠道 ，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县法院部署民事审判司法行政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小平） 近

日，册亨县法院召开民事审判、司法行政

工作部署会， 对

2019

年度民事审判、司

法行政工作进行部署，落实工作职责。

会议肯定了册亨法院

2018

年度民

事审判、司法行政工作，并表示，过去的

一年， 虽然各项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但四类案件未结比偏高、信息考核

指标较低、调撤率偏低、司法行政效率

不够高等问题需要在

2019

年初就引起

重视，做好统筹，落实责任，对标对表执

行，确保得到提升。

会议传达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审法官会议工作

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

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等文

件，并对人民法庭业务指导、疑难案件

处理、主审法官会议机制建立、工青妇

换届、档案管理等各项民事审判、司法

行政工作进行部署，狠抓落实。 各参会

人员还分别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在会上作了补充、交流发言。

会议就进一步做好

2019

年民事审

判、 司法行政以及脱贫攻坚工作作要

求，要提前谋划好各项考核工作，层层

落实责任，确保各项考核指标得到有效

体现；各团队要做好分案、文书送达、考

核资料搜集等工作的沟通交流，提高工

作效率，做好资源整合；要提前谋划，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兼顾好法院民

事审判及司法行政各项工作，以求脱贫

攻坚、审判执行工作两不误；司法行政

团队要在办公室主任的统筹下，服务保

障好审判执行工作，做好各项考核资料

的搜集整理，规范装订成册。

县检察院县河长办开展

“三级两长护河大巡察”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肖高原）

1

月

8

日， 册亨县检察院会同县河

长办在秧坝河开展“三级两长护河

大巡察”活动。

活动现场，册亨县检察院副检

察长岑如山向与会领导和同志介

绍了检察机关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和公益诉讼工作的基本情况，

传达了渝川滇黔四省市检察机关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机

制的精神，表明了检察机关打击侵

害河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决心。

巡河组一行实地查看了秧坝河河

道面貌 、河道水域状态 、河道水域

线管理、河道取排水及河道设施维

护等情况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

相关部门负责人边走边谈，纷纷对

秧坝河的治理、管护表示肯定。

此次护河巡察和座谈会的召

开， 进一步拉近了册亨县检察院和

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 也进一

步加强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对检

察工作的监督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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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省政法机关综合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册亨县检察院排位全省第一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维靖） 近

日， 在贵州省政法委公布的

2018

年全

省政法机关综合满意度调查结果中显

示，册亨县人民检察院以

97.56%

的满意

度，位排全省、全州检察系统第一名。

在

2018

年的工作中 ，册亨县检察

院在认真履行检察职能的同时， 一如

继往地抓好综治平安建设各项工作 ，

确保 “平安册亨” 创建工作向纵深推

进。

该院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重大决策

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州委、

县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以及全国、全

省、全州检察长会议精神，深刻理解重

要指示内涵和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做好

检察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主动

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就检察

工作的重大部署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题

报告，认真落实人大的各项决议。

册亨县检察院创新控告申诉业务

新举措，全面落实“五心”工作要求，采

取积极措施化解涉检信访矛盾，始终保

持涉检“零上访”。

册亨县检察院认真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 抽派

1

名干警到帮扶村任村支

部第一书记 ，严格按照 “五人小组 ”管

理，与单位工作脱钩开展帮扶工作。从

公用经费中抽出部分资金， 资助弼佑

镇伟外村房屋维修、“五小工程” 建设

等项目共

7.2

万元 。 解决伟外村

2018

年 “洁净村寨建设行动 ”费用

8000

元

和

2019

年春节活动经费

2000

元 。 资

助伟外村、 者岳村

6

名高考录取贫困

生共计

1.8

万元 ， 确保贫困学子能顺

利入学。

该院上下一心，紧紧围绕全县工作

大局，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认真开展

“持续深化司法改革”“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营造企业健

康发展法治环境专项”“持续深化民生

检察专项 ”“全面加强公益诉讼 ” 和 “

智慧检务专项”六个专项工作，通过办

理案件，服务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民利，

积极参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严肃惩治侵犯农民利益的“微

腐败”，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实现了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

省公安厅慰问册亨县基层民警

本报讯 （通讯员 岑南欢 摄影报道）

为向基层公安机关和一线民警传递贵州省公

安厅党委的关怀慰问，

1

月

14

日上午， 省公安

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二宏，省公安厅政

治部警政处处长李朝霞等一行

5

人，到册亨县

公安局岩架派出所开展春节慰问，并与基层民

警、辅警进行座谈。

张二宏一行对派出所内务建设、两房建设

以及服务群众情况进行了解、查看、指导，听取

县公安局及岩架派出所就派出所工作、支部党

建、中心派出所建设等情况汇报，对岩架派出

所及困难辅警进行慰问，发放慰问金，传递省

公安厅党委的关怀和温暖。

1

月

13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恩奋

进”

2019

省公安厅公安文化基层行文艺小分队

到者楼派出所开展慰问演出。 当日下午，慰问演

出在者楼派出所门前 （纳广小区广场） 举行，歌

舞、小品、武术杂技表演等节目精彩呈现，给基层

派出所民警、辅警，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精彩的

视听盛宴。 演出中，文艺小分队代表厅党委对县

公安局

10

名优秀民警和两名困难民警进行现场

慰问，送上慰问金和鲜花，送来了省公安厅党委

对基层民警的关怀和祝福。 同时，省公安厅书法

家和县公安局民警开展现场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100

余副春联和福字祝福广大基层民警和人民

群众新年快乐、家庭幸福！

政法委书记宣讲扫黑除恶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岑 顾） 根

据册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的统一安排。 近日，册亨县委常委、县委

政法委书记谭显荣到丫他镇、巧马镇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讲。 巧马

镇、丫他镇全体干部职工、各村支书分

别在两个会场聆听宣讲。

在宣讲会场，谭显荣分别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目

标任务、工作步骤、怎么辨别黑恶势力

等进行系统性地宣讲。 结合工作实际，

例举身边案例对该县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进行点评，对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 指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就下步工作进行部署，提出相关工作要

求。

谭显荣要求，全县要深入学习扫黑

除恶相关知识，切实按照中央、省、州的

部署，紧紧围绕“一年治标、两年治根、

三年治本”的总体要求，始终保持对黑

恶势力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在政治站

位上再提高， 在统筹协调上再强化，在

宣传发动上再深入，在线索排查上再彻

查，在打击力度上再进攻，在打击“保护

伞”再深挖，在综合治理上再发力，在督

查督办上再强化，确保坚决打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这场人民战争。

宣讲会紧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

识，密切结合该县工作实际，脉络清晰，

重点突出，很接地气，既有理论高度，又

有思想深度，对掌握扫黑除恶知识和开

展专项斗争，护航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同步小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县公安局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岑南欢） 寒

冬腊月大走访，年末岁初送温暖！

2019

年春节将至， 为及时落实春节慰问工

作， 确保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千家万

户，册亨县公安局早安排早部署，制定

了详实的慰问工作方案，局党委领导率

先垂范，立说立行，分头行动，积极开展

春节慰问工作。

1

月

10

日至

11

日，册亨县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保

安全率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肖本彦赶赴

义龙、兴义开展慰问工作，对义龙新区

册亨易地扶贫搬迁居住区警务室和居

住在兴义市的公安离退休干部进行逐

一慰问， 分别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送

去了公安局党委的问候和祝福。 每到一

处，保安全都向老同志介绍册亨县公安

局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公安警务改革

取得的成效，感谢各位老同志为册亨公

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为册亨公安事业

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老同志们

深情感谢局党委的关怀，感谢组织没把

他们忘记，深感自己仍是册亨公安大家

庭的一员，存在感、回归感油然而生。

醉汉冬夜躺街上

民警将其背回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明俊 岑南

欢）

1

月

20

日是大寒天，册亨县巧马

镇又下起了雨，寒冬冷雨，寒气袭人。 晚

上，册亨县巧马派出所副所长杨巾照常

带队开展夜间巡逻，

23

时

55

分接到报

警，称有一男子喝醉了，躺在巧马新区

留一手烤鱼店门口， 怎么叫都叫不醒，

请求派出所帮忙。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

该男子已昏醉不醒躺在人行横道上，非

常危险。 经报警人李某介绍，酒醉男子

姓王， 李某与王某的大哥是好朋友，王

某在别人家喝醉后走到此地打电话给

李某，要求将他送回家，但看到王某的

样子，李某一人无力将其送回，而且李

某与王某认识不深， 不知道王某的住

所，所以打电话报警求助。

得知情况后， 民警先是通过李某

提供的号码与王某的家属联系， 但无

人接听。 随后， 民警与村委会干部联

系，问询王某住址。 在等待回复之际，

民警将王某背上警车带到巧马镇的宾

馆准备先将其安顿，但宾馆客满。 正在

愁眉不展时，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复

提供了王某的住址信息。 得知王某住

在巧马安置区某栋

4

楼后， 民警驾车

到安置区， 小心翼翼地将王某背在身

上，一步一梯的将王某平安背到了家，

民警警服上虽然沾满了泥， 但心里感

到踏实。

民警提示： 爱酒之人更要爱身，酗

酒伤身，饮酒需量力而行、适度而止，切

莫醉到不省人事，如发生意外，让家人

痛心，且陪酒之人均有连带责任！

册亨“涉黑涉恶线索移动接待站”

获群众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 邱 丽 陈

吉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线索摸

排工作，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涉黑涉恶线

索举报，册亨县扫黑办深入各乡（镇、街

道）巡回开展线索接待、摸排活动。 利用

各乡（镇、街道）赶集日，通过到现场设

置“涉黑涉恶线索移动接待站”的方式，

将一间“会走路的线索接待室”带到乡

（镇）集市，深入到广大群众身边，缩短

与涉黑涉恶线索的距离，把涉黑涉恶的

问题线索挖掘出来， 从而为完成攻案

件、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这一工作目标

奠定坚实的基础。

活动中，通过播放音频广播吸引了

赶集群众的注意，宣传了扫黑除恶打击

重点、举报方式、举报地点等相关知识。

前来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纷纷咨询自

己遇到的问题是否涉黑涉恶，扫黑办工

作人员一一给予解答。

活动现场共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

料

2000

余份， 发放扫黑除恶宣传物品

3000

余份，收到举报线索

2

条。 本次活

动将在年前陆续进驻各个乡（镇、街道）

不间断地巡回开展。

册亨县召开反恐联席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小平） 为认

真研究当前全县反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和不足，加强协调联动，进一步提高反恐

能力。 近日，册亨县反恐怖工作联席会在

县公安局召开。 会议由县委常委、县委政

法委书记谭显荣主持。 县委政法委、县法

院、县公安局、县检察院等反恐成员单位

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黔西南州反恐怖工

作会议精神， 深入分析当前册亨县反恐

怖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组织与会

的反恐成员单位领导对反恐怖演练 、反

恐怖设施建设、反恐怖法宣传、反恐怖工

作检查等各项工作进行研究，做好部署，

作好相关工作要求。

会议就进一步推进全县反恐怖工作，

确保社会政治稳定要求，各反恐成员单位

要提高政治站位， 高度重视反恐工作，强

化责任担当，坚决贯彻落实好反恐工作各

项决策部署；要做好反恐怖演练，强化对

突发暴恐事件的防范意识，提高自护自救

的能力；在积极参加反恐办组织开展的反

恐怖法集中宣传的同时，也要在系统内开

展宣传工作，提高干部职工反恐意识和反

恐怖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率；要加强情报

搜集，做好反恐明查暗访工作，并将工作

开展情况记录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