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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讯（李启鑫）日前，海北藏族自治州

副州长、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向东主持

召开局党委（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领会

州委十二届七次全体会议精神，并结合公安

工作实际，对近期重点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会议指出，州委十二届七次全体会议对

于动员全州上下统一思想认识，聚焦目标任

务，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

利，在新时代新起点奋力开创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幸福新海北建设实现新进步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会议强调，全局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州委十二届七次全体会议的决策部

署上来，统一到党和人民赋予公安的职责使

命上来，深入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

实到公安工作中，确保州委、州政府和省公安

厅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

落实。

会议要求，抓好各类重要会议精神的贯

彻落实，更好指导工作、推动发展。要紧紧围

绕公安工作大局、自觉聚焦主业主责，把学习

贯彻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全省公安厅（局）长

会议和州委十二届七次全体会议及即将召开

的全州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重要任务来

抓，通过全面深入学习、广泛充分研讨，更好

地指导工作，推动发展。推动各项业务工作

全面开展，更好打牢基础、良好开局。各部门

各警种要根据各自的重点任务，定好“路线

图”、挂好“作战图”，以更加精准的措施方法

推动各项业务工作全面、扎实开展。落实加

强机关党建工作的各项措施，更好强化担当、

主动作为。在加强党建引领，战时思想政治

工作、加强支部建设、干部工作等方面出实

招，推动开展一系列务实的工作举措。强化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落细，更好履职尽责、

团结干事。牢固树立“作风建设久久为功”的

工作理念，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深化运用监督执法“四种形态”，营造

“从严治警就是从优待警”的浓厚氛围。

海北州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围绕工作大局 聚焦主业主责

门源讯（贺占彪）近年来，海北

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青石嘴

镇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出

实招、补短板，成立村级事务监督评

审委员会（以下简称“监评会”），有

效确保了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监评会被评为一等州级党建品牌。

青石嘴镇党委、政府全面立足

实际，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指导群

众成立 5至 9人组成的监评会，扎实

落实抓“一会”、建“一制”、强“两能”

工作，充实“监评会+N”模式内涵，

狠抓落实。

通过监评会，不断完善各项村

级民主管理范畴，实现村级事务及

时公开、适时公开、定期公开、全程

公开，提高了村级民主管理科学决

策水平。将监评会机制和“三会一

课”制度深度融合，并纳入基层党组

织发展和考核体系，确保了基层党

组织“支部健全、制度规范、活动经

常、作用明显”。在常规性惠民项目

资金及各类物资发放过程中，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把涉及群

众利益的“两房”建设、建档立卡贫

困户识别、救灾物资发放、低保评定

等，全部纳入监评会的评审范围。

积极推行“监评会+N”模式，让监评

会在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

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门源：大力推行“监评会+N”模式

祁连讯（牛公却）海北藏族自

治州祁连县公安局默勒派出所在

疫情防控处置、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工作中，

自觉担当、主动作为，及时投入

到“一线”，准确接好“三线”，自

觉当好“三员”、努力打造“枫桥”

式派出所。

接好“天线”，当好宣传员。

通过“线上+线下”模式，大力宣

传疫情防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等知识，确保宣传到位、引导有

序。“线上”利用村社微信群，及

时发布疫情防控动态信息、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常识等。“线下”入

户发放提醒单，叮嘱勤洗手、勤

通风、勤消毒等。截至目前，共

转发有关信息 130 余条，发放宣

传册、提示单 1100 余份，悬挂横

幅 20 条，张贴海报 60 张，实现宣

传全覆盖。

接好“地线”，当好服务员。

通过“集中摸排+入户走访+巡逻

发现”的常态化机制，拓宽与群

众沟通渠道，实实在在为群众解

决所诉所求所盼。截至目前，出

台便民措施 10 条，为特殊群体主

动上门办理身份证件 10次。

接好“主线”，当好治安员。

探索“枫桥”式派出所机制，建立

治保巡逻机制，根据每日警情、

预警信息，采取错时、弹性动态

巡逻机制，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网

格化布警，加大对重点单位、学

校等周边的治安巡逻。截至目

前，累积排查化解典型矛盾纠纷

6 起。疫情防控期间，累积检查

登记车 1192 辆，劝返车 48 辆，登

记人员 2376人，劝返人员 182人。

祁连讯（张俊青）近年来，海

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阿柔乡立足

破解基层治理工作中群众参与度

不高、知晓率低的难题，围绕实

现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目标，

积极探索“枫桥经验”的本地实

践 ，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依

托，全面推行“联户机制”。

坚持“因村施策、精准有效”

的原则，在综合考虑牧户冬春、

夏 秋 草 场 转 场 、居 住 分 散 的 实

际，以沟、壑、片为单位，细化单

元网格，把地域相近、草场相连

的牧户划归为一个“联户单位”，

成立“联户组”，形成邻里守望、

互助共睦的基层治理“微团体”，

实现“一户有求、整体响应”联防

格局。截至目前，全乡 515 户牧

户划归 5 个片区组团，建立 57 个

联户组。

探 索 建 立“ 服 务 + 管 理 ”模

式，以群众小需求、小困难、小问

题、小隐患、小矛盾为切入点，切

实把服务群众做到“家门口”。

截至目前，服务群众 36 次，调解

纠纷 3件，开展“微治理”12次。

聚焦联户群众农牧产业发展

资金短缺、能力有限的难题，联

办“养殖专业合作社”“牧家院农

家乐”“养殖合作社”等集体经济

组织，破解资金短缺、独力难为

的瓶颈。截至目前，共为 57 个联

户成员申请贷款 545 万元，举办

各类技能培训 5期，参训群众 300
余人。成立专业合作社 12 个，开

办牧家乐 8家，脱贫人数 344人。

刚察讯（郭霞忠）近期，随着复

工复产的有序开展，海北藏族自治

州刚察县各行业场所陆续营业，为

确保解封不解防，把牢行业场所复

工复产安全关，刚察县公安局日前

组织辖区旅馆业、加油站、物流寄递

业等行业场所负责人召开复工复产

安全防范会。

会议宣读了《关于政法机关依

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

见的通知》，刚察县公安局副局长李

建文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各行业场

所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复工复产

与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各行业

场所根据实际制定应急预案，做好

场所内日常消毒和记录工作。各行

业场所必须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制

度。

出入境管理大队负责人就疫情

防控期间境外人员管理、境外人员

临时住宿登记及涉外治安秩序稳定

的重要性向旅店业法定代表人进行

了详解。卫生、市监、消防部门结合

管辖范围和工作职责就各行业场所

做好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和意见建议。

治安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与各

行业场所的负责人签订了治安安全

责任书，承诺遵守疫情防控期间的管

理规定，合法、安全营业。

刚察：筑牢行业场所复工复产安全屏障

海晏讯（魏加华）3
月 11日凌晨 2时许，海北

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

镇哈日乌斯派出所民警

根据前期走访入户摸排

的线索，在西海镇某居民

家中捣毁一处赌博窝点，

抓获违法行为人 5名，当

场查获赌资4400元，自动

麻将机1台，麻将两副，筹

码牌60张。

经审讯，周某加、三

某某杰等5名违法行为人

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西海警方依法对5名违法

行为人给予治安处罚。

祁连县公安局默勒派出所

努力打造“枫桥”式派出所

祁连县阿柔乡

全面推行“联户机制”

门源讯（马龙）为持续推进“枫桥式派

出所”创建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

族自治县公安局东川派出所结合“特殊时

期特殊办，防疫服务两不误”的工作机制，

开通“绿色窗口”，户籍民警通过网上预

约、网上办证等多种形式为辖区群众办理

各项户籍业务。截至目前，东川派出所共

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 295 张，办理出生登

记 15 人，死亡注销 27 人，注销重户 4 人，

办理居民户口簿 74本。

刚察讯（王伟）3 月

12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联合辖区公路段、路政

部门成立排查组，对国

道 315 线标识标牌全面

集中排查。联合排查组

共排查标识标牌、道路

监控设施 50余处。集中

排查后，交警大队向相

关部门提出整改建议，

撤除不合理标识标牌和

道路监控设施，健全完

善道路指示警示标识，

进一步规范车辆通行秩

序。

立足户籍“小窗口”
做足为民“大文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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