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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动联控机制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金江镇先后组织公安、安监、消防等部门对巡城队员进
行快速反应及应急处置能力方面学习培训，系统学习了岗
位职责、巡逻制度、应急处置、安全知识、巡逻纪律等知识，
有力促进了巡城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的提升。巡城队参
与处置了坡尾园村“赌博”案件、博潭村土地纠纷、宝华会所
客人酒后滋事、春节期间禁燃烟花爆竹等一系列应急处置
任务。

在成立巡城队的同时，为了真正打造一流的治安巡查
联动防控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事件一旦发生
就得到有效控制，实现群众安居乐业，金江镇成立了综治维
稳应急队，由镇综治办副主任担任队长，抽调 15 名精干力
量作为成员。应急队担负全镇群体事件应急、突发公共事
件处置、重要时期治安防范、矛盾纠纷化解等处置工作。同
时，组织 30 名民兵作为后备队，随时支援应急队工作。各
责任区（除东、西责任区外）分别组建综治维稳应急队伍，由
责任区主任负总责，强化了基层应急维稳工作能力。

巡城队和应急队密切协作，各负其责，针对网吧、KTV、
酒吧、大型超市、市场等集中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对公安
机关反映的治安案件常发地区加强巡逻，其他区域每周巡
逻一次以上，及时掌控维稳信息，做好重点人员思想教育和
稳控工作，对重点问题进行联合整治。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苗头），镇委镇政府科学有序组织协调，巡城队和应急队采
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妥善果断处置各类突发性和群体性
事件（苗头）。

镇委镇政府成立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防范处置
领导小组，由副县长、镇委书记王广俊担任组长，镇委副书
记、镇长陈亚亲以及镇委镇政府相关领导、各责任区主任、
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建立指挥统一、结构合理、反
应灵敏、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
处置指挥机制，加强和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预案体
系、应急管理机制、基层应急队伍和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制定《金江镇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防范处置应急
指挥机制实施方案》，以提高应急保障能力为依托，加大创
新力度，强化资源整合，夯实基层基础，建立统一领导、分级
负责、职责明确、运转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依法规范
的群体性事件防范应急处置机制，提高了处置重大突发事
件、群体性事件的科学化水平。

制定《金江镇重大群体事件维稳应急处置预案》，成立
金江镇维稳应急处置指挥部，以责任区为主，村（居）委会责
任区结合，各村（居）委会和责任区各司其职。组建处置群
体性和突发性事件“三个出动层次处置组”，村（居）委会维
稳应急小分队、责任区维稳应急小分队、镇维稳应急小分队
和镇主要领导分别为三个处置层次，确保反应快捷、运作高
效、处置及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制定《金江镇重大群体事件动向三级预警、三级响应工
作方案》，成立应急处置组、教育疏导组、后勤保障组、善后
处理组、机动应急组，分别由镇委镇政府领导担任组长，并
明确了奖惩办法。在一级（蓝色）预警阶段，各村（社区）由
书记、驻点组长牵头对本辖区重大群体事件动向进行调查，
主要负责收集信息及时开展化解工作，召开“一周一研判”
会议，及时上报重大群体事件动向。在二级（橙色）预警阶
段，各责任区、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组成二级响应稳控队
伍，针对全镇范围内重大群体事件动向开展化解工作，对不
能及时稳控问题，及时向镇党委、政府汇报。在三级（红色）
预警阶段，由镇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力量
对重大群体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聚众闹事、群众性械斗、
重特大交通事故进行化解处理，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
态，解决在基层。

澄迈县金江镇构建治安防控长效机制

一支巡城队织起金江群防群治安全网
□本报记者王季

2017 年 9 月 7 日，一支由 52 名镇村干部组成的巡城队在澄迈县金江镇正式成立。半年多来，特别是
在党的十九大、省“两会”、中秋、国庆、春节期间，这支巡城队日夜在金江镇的大街小巷、田野村庄和
KTV、宾馆、酒店、超市等公共娱乐场所巡逻，维护社会秩序，现场化解纠纷，制止不法行为，协助公安机
关抓获贩毒吸毒、聚众赌博、“两抢一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各种违法犯罪人员，实现了对县城及周
边区域治安巡逻全覆盖，改善了县城及周边区域治安环境，全镇刑事和治安案件同比分别减少 8％和
11％，提升了群众安全感，让金江百姓更加安宁、更加踏实。

组建巡城队伍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之路

近年来，金江镇委、镇政府不断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积极探索
适合自身实际的社会治理之路。2017 年，
先后召开 30 余次会议研究部署综治维稳
工作，并结合实际制定《2017 年金江镇综
治维稳工作方案》，强化了对全镇综治维
稳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探索建立一周一排查、一周一研判
制度。各村（社区）每周召开一次综治维
稳会议对辖区内涉稳问题进行研判，各
责任区每半月召开一次综治维稳会议对
当前综治维稳工作进行研判，镇政府每
月召开一次综治维稳会议研判当前维稳
形势，认真通过排查和研判梳理各种信
息，做到对各类涉稳事件及时发现、及时
研判、及时处置。

探索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动员
县、镇两级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 6 人加入
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高素质、高威望的优势，进一步促
使纠纷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
矛盾，更好地促进金江的安定团结，维护
社会稳定。

探索健全“法律顾问周一值班制”。
通过法律顾问值班的形式，为全镇群众提
供最便利的法律服务、法制咨询、人民调
解等服务，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探索推出一对一帮教戒毒康复人员
措施。对戒毒康复人员统一建档管理，严
格实行一对一帮教。帮教干部采取定期
或不定期走访或电话方式，与吸毒人员及
其家庭成员交流谈心，杜绝和减少复吸现
象发生。对吸毒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开展
宣传教育活动，了解每名戒毒康复人员需
求，营造和谐戒毒康复氛围。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金江镇委、
镇政府对社会稳定工作早谋划、早部署，
在研究制定具体安保维稳方案时，提出要
细化职责分工、明确维稳责任，严格考核
奖惩、确保维稳实效。同时，以此为契机，
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
性、基础性问题，为民解困、化解矛盾，联
动联防、形成合力，积极探索确保金江镇
长治久安之策。在澄迈县委政法委的有
力指导下，镇党委经充分研究后，决定成
立金江镇巡城队。镇委镇政府着力于选
优配强人员，打造过硬队伍，将该镇公安
分流民警 8 人、城管中队 12 人、镇干部 5
名、社区干部 27 名抽调组成巡城队伍，其
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19 人，科室骨干 12 名，
队伍平均年龄 36.5 岁，一支材优干济、靡
坚不摧的精锐之师初具规模。

2017 年 9 月 7 日晚 9 时许，在绵绵细雨
中，金江镇巡城队首巡仪式在金江镇政府
大院举行。金江镇委副书记、镇长陈亚亲
主持仪式，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唐守
兵，副县长、金江镇委书记王广俊，金江镇
三套班子成员参加了仪式。

镇委镇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先
后投入 20 余万元经费，健全保障机制，确
保了巡城队各项工作的运转高效。目前
巡城队共拥有巡逻车 2 辆，警用盾牌 36
块，警棍、强光手电等 90 余个，制服钢盔等
130 余套。同时，镇委镇政府研究建立选
优评优机制，对表现优异的巡城队员将在
考核评优、提拔任用上优先考虑，充分调
动巡城队员的积极性。

巡城队的成立得到了县委政法委的
大力支持。2017 年 10 月 2 日晚 9 时许，唐
守兵带领巡城队，从金江镇大院出发，巡
逻金江主要街道和城乡接合部路段，督
导国庆中秋安保维稳工作。到达金江镇
大桥后，开始徒步巡逻金江南渡江南长
堤。一路上，唐守兵认真查看沿路治安
情况，不时向金江镇负责人了解金江镇
江南治安情况，要求加强城区重点地段、
重点部位的巡逻守护，指导居民单位加
强治安防范，提高防控意识，及时排除不
安全隐患，协助公安部门依法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以饱
满的热情和扎实的作风，切实做好安全
保卫工作。

巡城队建立常态化巡逻机制，重点负责
金江城区治安巡逻工作，针对治安案件频发
区域、人流密集场所、娱乐休闲场所开展定期
巡逻，特别是加强夜间治安巡逻，敏感时期实
行全天候巡逻，协助公安机关现场及时处置
各种治安问题和各类应急突发事件，维护社
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和
减少违法犯罪，提升平安创建工作水平。

县公安局加强对巡城队的业务指导，对
巡城队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巡城队加强与县
公安局及派出所沟通衔接，建立群防群治力
量联防联勤工作机制，全力构建预防、巡防一
体全覆盖网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
治协调、公安指导，不断创新理念、整合资源、
完善机制，强化联动联防联控，形成点线面结
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有力地威慑了各类不法分子，有效
地提高了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整个金
江城区呈现出“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
良好局面。

在 2018 年春节、元宵期间，根据县委政法
委《关于组织群防群治队伍在春节期间开展
平安巡逻的通知》精神，金江镇组织巡城队、
综治维稳应急队、责任区应急队、村（社区）联
防队等 67 支队伍，共计 736 人，进行划片区巡
逻，由责任区主任、村（社区）主任作为责任人
签订责任状。

配合公安机关防范酗酒滋事等引起打架
斗殴案件。节日期间，全镇 6 个派出所及 62
个村（居）委会均未接到酗酒滋事导致打架斗
殴案件或情况反映。

配合公安机关防范宗族矛盾引起的群体
性事件。2 月 13 日上午，徐氏家族成员 100 多
人在金江聚集，前往永发镇博罗村祭拜被破
坏祖坟。中午 13 时，祖坟现场增加到 500 人，
涉及到澄迈县加乐、文儒等其他乡镇，甚至扩
展到定安、屯昌、儋州、琼中等其他市县，现场
存在扔石头砸祖坟附近两户人家门窗等过激

行为。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指挥下，镇委镇
政府组织巡城队、综治维稳队赶到聚集现场，
开展劝离工作，及时有效控制了事态。

配合公安机关疏导交通和人流集中区
域。节日期间，全镇共出动维稳队伍、巡城队
伍 30 余人，开展疏导工作，共疏导群众 3000
余人次、车流 1000 余辆次，有效缓解了县城区
交通拥堵问题，未发生因秩序混乱引发侵财
案件、故意伤害案件和重大交通事故。

配合公安机关防范娱乐场所新型毒品贩
吸毒违法犯罪活动。节日期间，配合公安部
门检查娱乐场所 12 处，未发现贩吸毒情况。

配合公安机关巡查打击各类赌博摊点
和流动暗场。节日期间，组织巡城队和村
（社区）巡逻队伍共 62 支，分别对易存在赌
博现场点进行巡查，期间未发现聚众赌博
现象。

配合政府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调解临
时矛盾纠纷。节日期间，临时化解矛盾纠纷 1

起，高山朗村两村民因土地纠纷打架，经巡城
队积极协调，顺利达成和解。

配合政府防范不安全燃放烟花爆竹引起
的火灾事故和爆炸事故，劝阻深夜燃放烟花
爆竹扰民行为。节日期间，发放禁燃烟花爆
竹传单 5000 份，张贴公告 62 份，劝说 621 人，
劝阻 96 起，教育群众 6000 余人次。2 月 17 日
11 时，县城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 113，达到轻
度污染，并且指数不断升高。镇巡城队、综治
维稳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所有轮休队员全
部放弃休假投入工作。11 时 20 分，全部队员
集结完毕，由各队队长带队分头行动，严查违
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在短短 2 个小时内，
出动队员 54 名，驻点及社区干部 30 余名，巡
逻禁燃区街道 28 条，入户达 360 余户，发放宣
传材料 600 余份，劝阻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36
起。至 13 时，全县空气污染指数降到 88。巡
城队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得到县委县政府领
导的一致肯定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开展常态化村镇巡逻 构建治安防控长效机制

金江镇组织春节期间安全宣传金江镇组织春节期间安全宣传

春节期间巡逻及助力打黑除恶春节期间巡逻及助力打黑除恶

金江镇委副书记金江镇委副书记、、镇长陈亚亲参加巡城队首巡仪式镇长陈亚亲参加巡城队首巡仪式

配合抓获配合抓获

吸毒人员吸毒人员

巡城队抓获持刀行凶犯罪嫌疑人巡城队抓获持刀行凶犯罪嫌疑人

联合公安联合公安、、消防开展联合行动消防开展联合行动

金江镇巡城队乘坐车辆巡逻金江镇巡城队乘坐车辆巡逻5656名巡城队员由镇干部和社区干部名巡城队员由镇干部和社区干部、、退伍兵组成退伍兵组成

元宵期间巡城队抓获飞车抢夺嫌疑人元宵期间巡城队抓获飞车抢夺嫌疑人

巡城队参与综治维稳宣传工作巡城队参与综治维稳宣传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唐守兵政法委书记唐守兵，，副县长副县长、、镇委书记王广俊镇委书记王广俊，，镇三套班子领导参加仪式镇三套班子领导参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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