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4 日，全媒体记者塞上行(法报镜头拍宁夏)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国 22 家省级法治报的 50 名记者在一周时间
里，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行程1000多公里，见证了政法综治战线一个又一个“宁夏经验”，法治亮点多特色明。

记者们见证了宁夏铁路护路联防队员数十年风雨无阻确保辖区铁路沿线安全的无私奉献，被“护法使者”陈美荣倾心调解纠纷带给
群众正义与希望所打动,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贺兰县人民法院的“执行风暴”中看到了破解执行难的决心，从利通区特巡警大队、

“黑眼睛工作室”、青铜峡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感受大爱情怀和人文温暖，更为兴庆区人民法院“专精尖”法官们的铁肩担当而动容，也从
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十个下降”背后的软实力、沙坡头警方敢做宁夏创新公安工作的急先锋和大水坑司法所田间地头的调解中，感受到
法治正在成为宁夏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逐渐成为宁夏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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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峡市司法局阳光中途之家

“1+X”让迷途人回正道
8 月 15 日上午，全国法治报全媒体塞上行记者走进宁夏

青铜峡市阳光中途之家，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刑满释放人员
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在这里，特殊人群得到动态化的全面
帮教，渐渐重建起对生活的希望。

记者看到，在阳光中途之家的教育培训基地教室里，几
乎坐满了人，不少特殊人员或认真编织着手中的彩虹虾，或
仔细地在珠子坐垫上穿针引线，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和他们一
起做着手工品，很有秩序。

“特殊人员在这里可以学得一门技能的同时，还可以将
自己的作品拿回家，或拿去卖。”正在这里提供教育培训一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4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及青铜峡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铜峡市刑满释放人员过渡性安置帮教
基地暨青铜峡市阳光中途之家按照“整个社会资源，完善功
能设施，突出服务实效”原则高标准建立。基地占地面积
2400 平方米，建设面积 1274 平方米，设立了住宿就餐，培训
实操等七个“功能区”，探索建立了教育管理，心理矫治等“九
大功能”，实行市司法局牵头，检察、公安、卫计、劳动就业，妇
联等多个部门参与的“1+X”运行模式，与辖区内 10 家企业签
订协议，建立就业安置基地，招募了 3 家技能培训机构，联合
公安、司法、检察、就业等部门开展政策法规，创业意识，创业
技能培训，心理矫治，就业安置指导等全方位服务。目前，该
基地已成为全市特殊人群的服务平台，平安建设的维稳平
台，社区戒毒的示范平台。

除此之外，青铜峡市在镇（街道）成立了 9 个安置帮教工
作站，在村、社区设立了 127 个帮教小组，形成了市、镇、村三
级安置帮教工作网络。截至目前，青铜峡市累计接收社区服
刑人员 539 人，累计解除矫正 373 人（特赦 25 人），现正在矫正
166 人。社区服刑人员无脱管漏管现象，重新违法犯罪率控
制在 0.2％以内。

法治宁夏亮点多特色明法治宁夏亮点多特色明

解决执行难，查人找物很关键。8 月 14
日上午，全国 22 家省级法治报 50 多名记者
来到宁夏贺兰县人民法院，了解该院借助信
息化手段利用大数据破解执行难的“独家功
夫”。

随着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利用网络支付平台进行交易、理财。贺兰
县法院院长李彤伟向记者介绍，2016 年该院
突破固有思维模式，在全区首开借助大数
据、通过淘宝网破解执行难的先例。

据介绍，执行吴某一案时，执行法官通
过吴某在淘宝网的交易信息，分析出吴某
近期购物状况、联系电话等信息，查找到了
吴 某 的 生 活 圈 子 。 通 过 走 访 吴 某 的 生 活
圈，发现了其工作场所等大量有效信息，从
而迅速找到被执行人吴某，督促其履行了
全部义务。

该案执行完毕后，贺兰县法院执行局发
现网购和物流快递等大数据信息对法院“查
人找物”很有用，于是派人再到杭州，与蚂蚁
金服建立了长效远程协助机制，定期将法院
被执行人信息发送给蚂蚁金服，蚂蚁金服通
过后台查询将被执行人的网购信息反馈给
法院，协助法院查找被执行人，控制被执行
人财产。通过“虚拟交易记录”与“网络物流
追踪”，线上线下同步深挖执行线索，向失信
者步步紧逼，让“老赖”无处遁形。该案例也
因此参评 2016 年全国法院十大执行案件。

“出发！”今年 7 月 20 日凌晨 6 时整，随着
贺兰县法院执行局局长的一声令下，6 辆警
车 34 名干警分为 4 个执行小组奔赴银川市

辖三区、贺兰等地集中执行 42 起案件。
与以往每周的“凌晨行动”不一样的是，

这次集中执行行动由宁夏法治报全媒体中
心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也是贺兰县法院首
次借力新媒体，利用网络直播让全社会全程
见证和监督法院的执行工作。两个多小时
的直播过程中，有近两万名网友观看了此次
抓“老赖”的行动。宁夏日报客户端、宁夏高
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均转发此次网络直
播过程，有效扩大了宣传效应。

“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被执行人……”
“贺兰县法院执行法官太赞了。”直播过程
中，不断有网友在交流平台上互动发言。两
个多小时的执行，全程网络直播，在宁夏全
区法院系统还是第一次。“老赖”们被执行的
画面引起网友热议，对“老赖”是一种极大的
震慑，对观众也是一次直观的普法宣传教
育。这次集中执行共查找到被执行人 36 人，
带回处理 13 人，司法拘留 4 人，结案 19 件，结
案标的 148.2 万元。

7 月 20 日晚 8 时许，看到贺兰县法院执
行行动的网络直播后，迫于压力，一名长期
躲避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连夜将 4000 多
元执行款送到了正在加班的执行法官手中。

李彤伟向记者介绍，面对执行案多法官
少的新形势，贺兰县法院有新思路新举措，
借用信息化大数据提高执行率，今年 1 至 7
月共执结案件 1478 件，月均执结案件 200 件
以上，同比去年增加 455 件，增长 43.08%，该
院执结率和实际执行率已连续 4 年位居银川
市第一。

贺兰法院执行人员通过猫眼向屋内的被执行人出示证件表明身份贺兰法院执行人员通过猫眼向屋内的被执行人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最近电影《战狼 2》很火。8 月 14 日下
午，全国省级法治报的 50 多名记者在宁
夏吴忠市见到了一群“战狼”。

在吴忠市利通区的大街小巷，现在时
时刻刻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支队伍：一年
365 天，一天 24 个小时，他们巡逻穿行在
闹市区中、烈日下、夜色里，总之，哪里有
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日夜
奋战，警灯长亮，这支队伍总在反恐维稳、
抢险救灾、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他们就是特巡警大队的特警，一个
个有真本领。但记者看到一页页接警和
处警记录，除了能感受到特巡警工作的
危险和紧张外，更能看到利通区公安分
局特警大队自今年 6 月成立以来的温情

与亲民。家庭纠纷、喝酒闹事、生意摩
擦、丢小孩、找老人，大部分都是与百姓
息息相关的警情，他们说，一切工作都是
为了让百姓收获更多的安全感。

据介绍，2016 年 7 月，利通区公安分
局试点成立特巡警中队，作为一支应急处
突、反恐防暴、维护社会稳定的尖刀力
量。一年试点，当地治安明显改善。今年
6 月，特警大队成立，大队成立后，该区酒
后致人伤亡、街面命案发生率为零，街上
盗窃、“两抢”案明显下降。

特警大队负责人杜建明说，他们是特
警,背后的付出和训练，只有他们自己最
清楚。为了成尖刀能战斗，他们必须训练
多出汗才能实战时少出血。

宁夏法治亮点 ：

“战狼”特警成尖刀
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特警大队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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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到出租房入户采集信息，拿着
本子去，回来还要手工录入到电脑上。现在
有了出租房屋流动人口 APP，通过用手机，
我就能完成大部分警务工作。”8 月 15 日，接
受全国法治报全媒体塞上行记者采访时，宁
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公安分局黄河花园警务
室民警梁俊霞，对该局研发的手机 APP 给她
工作带来的便利连连称赞。

在沙坡头公安分局“章鱼”系统平台启
发下，梁俊霞将其引入到自己的社区警务
室，自创推出“章鱼式”工作法。梁俊霞把警
务室比喻为“章鱼”的头部，她根据辖区实
际，分门别类建立了 11 个微信工作群，发展
了 200 多名治安积极分子，和这些 APP 一道
作为“章鱼”触手，要做的就是信息收集。

今年 4 月 14 日 9 时许，已经下班的梁俊
霞收到一条群众发来的微信，报称在黄河花
园三期东门的商业街上有一名男子正在低
价出卖电动车。收到信息后，她飞奔到现
场，卖车的小偷看到她突然出现，惊慌失措，
丢下电动车落荒而逃。她将电动车推回警
务室，利用分局的 APP 系统里的电动车管理
查到了电动车的真正主人。2 个小时后，车

主刘某到警务室领回了自己丢失的电动车，
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 3500 元。

在社区，梁俊霞也借助“四两拨千斤”
的“章鱼式工作法”，让原本被公安厅挂牌
整治的“不安全小区”发生了蜕变。今年上
半年，小区刑事发案同比下降近七成，辖区
治安秩序明显好转，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大幅提升。

据介绍，每年有大量游客到沙坡头旅
游，拉动了周边农家乐消费。农家乐经营者
怕麻烦、怕花钱，不按要求实名登记旅客信
息。为了突破滞后短板、解决这一矛盾，沙
坡头公安分局研发了宁夏第一个掌上“农家
乐”散客住宿登记 APP，这在全宁夏乃至全
国尚属首创。APP 的下载安装完全免费，安
装在农家乐业主的手机上，当有人住宿时，
只要将游客信息录入 APP，就能第一时间传
送到警方。该系统全方位加固了行业场所
实名制阵地管控，与自建数据库无缝对接，
实现管理与重点人预警功能。目前，该系统
已在沙坡头区 200 余家农家乐和小旅店安装
使用，采集各类住宿人员信息 3800 余条，预
警重点人十余人次。

宁夏法治亮点 ：

“不安全小区”何以发生蜕变？
中卫市沙坡头公安分局警务APP让防控更

具针对性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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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吸毒被强制戒毒或涉毒入狱，他们的孩子怎么办？8
月14日下午，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全国法治报全媒体
塞上行 50 名记者看到了温情的场面，十几名涉毒人员子女在

“黑眼睛工作室”志愿者的指导下，坐在一起认真写作业。
“‘黑眼睛’象征着身处困境的吸毒人员家庭孩子的眼

睛，‘黑眼睛’工作室致力于帮助这些在黑暗中的孩子寻找
光明，使他们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宁夏利通区金积镇
禁毒办主任、“黑眼睛”工作室负责人武克说。

“黑眼睛”工作室志愿者张某国曾是一名吸毒人员。他
说，他能戒毒成功得益于工作室人员的帮扶，现在他也成为
一名志愿者，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
身说法，影响和教育身边的人。

据了解，两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当志愿者们驱车第一
次来到张某国破败的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的院子和两
间破旧的砖瓦房，两个孩子和年迈的老人。

“他们的爸爸还在强戒，妈妈又不在家，没有人给他们辅
导作业，他们也不爱与人交流，所以成绩一直不好，我也没有
办法……”小孩的奶奶辛酸地说。

志愿者们赶忙放下带来的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和给两
个孩子的学习用品，立刻进行了分工，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两
名志愿者每周周末给小强和小奇进行作业辅导和心理辅导，
其他志愿者对房屋进行了全面打扫，并随时关注老人和两个
孩子的情况。工作室随后联系了该镇民政办申请了临时求
助，带着 3 人进行了体检，并试图联系孩子的母亲。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这个家庭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两个孩子一见到这些熟悉的志愿者哥哥和姐姐们，如同
看到亲人一般，性格又变得开朗起来。

张某国戒毒回到家中看到这一切特别感动。通过“黑眼睛”
工作室的不懈努力，目前他已经申请到了一套公租房用于居住。
参加该镇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培训后，找到了一份电工工作，
每月收入4000多元，他的妻子在志愿者的耐心劝说下也回归家
庭，并也找到了工作，这一家人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轨迹。

了解到有许多吸毒人员孩子无人管，金积镇“黑眼睛”
工作室从戒毒人员的孩子入手,进行亲情感化,让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让孩子去影响自己涉毒的父
母和家庭，能够真正远离毒品，回归社会。

近年来，利通区始终把毒品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放在同
等高度，紧紧围绕“由毒品重点整治地区向禁毒工作示范区
转变”的总体目标，突出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毒情和形势，努
力开创禁毒工作新局面。面对着涉毒人员如何回归社会、如
何做好涉毒人员的帮扶工作等问题，“黑眼睛”工作室成为利
通区禁毒工作的一个有力平台。

据介绍，吴忠市已建成 6 个“黑眼睛”工作室,帮扶 70 余名
病残吸毒人员子女,其中 10 多名孩子考上大学或职业技术院
校,30 多名吸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本版稿件由记者付向荣 符传问采写）

宁夏法治亮点 ：66

“黑眼睛”温情帮扶
吸毒人员子女

吴忠利通区开拓戒毒康复
人员回归社会“新航路”

两名学生在盐池县解放公园观看青少两名学生在盐池县解放公园观看青少

年法治教育宣传展板年法治教育宣传展板

青铜峡市中途之家工作人员正在向社区服刑人员传授青铜峡市中途之家工作人员正在向社区服刑人员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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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眼睛黑眼睛””工作室志愿者在给吸毒人员子女辅导作业工作室志愿者在给吸毒人员子女辅导作业

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特警大队举行处突反恐演练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特警大队举行处突反恐演练

宁夏法治亮点 ：

从网购数据中找到“老赖”
贺兰法院攻坚执行难创出“独家功夫”

盐池县百姓
逛公园学法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
行。”8 月 16 日下午，全国法治报全媒体塞上
行 50 名记者走进宁夏盐池县的解放公园，
吸引记者的不仅是这里环境和建筑，更有法
治文化宣传的“身影”。

在“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宣传专栏前，几
个学生正在驻足观看，里面与他们息息相关

的内容吸引着他们。这里现在不仅是盐池

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是他们在潜移

默化中学法、守法的宣传教育平台。

在这里，记者看到盐池县普法领导小组
15 家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环保局、公安局、
纪检委等单位，每个单位都有普法展板，并
有以案释法和举报电话。

盐池县司法局局长郭晓澜向记者介绍，
为了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各部门将
自己工作范围内和老百姓利益相关的法律

内容，以“接地气、贴生活”的形式展现出来，
突出普法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他介绍，盐池
县以法治文化、法治公园为载体，打破了以
前单纯的法律宣传形式，改变了个别部门单
打独斗的局面。目前已建设 3 个法治文化
公园，普法效果好，并计划将全县每个公园
都打造成法治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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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法治亮点 ：44

宁夏法治亮点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