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出所的故事

法治湖南建设再添利器
湖南省法治研究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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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10 月 18 日上午，湖南省法
治研究会在长沙九所宾馆召开第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湖
南省法治研究会章程》 和财务管
理办法，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研究
会理事、 常务理事和研究会领导
班子。

湖南省法治研究会是一个新
型研究团体， 业务主管单位为湖
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登记管
理单位为湖南省民政厅， 由湖南
省内的法律、政治、文化、管理、经
济等领域具有法治研究条件和研
究能力的专业人士及有关组织自
愿组成，致力于搞好法治研究，践
行党的依法治国战略， 落实中共
湖南省委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方
面的工作要求， 推进和服务湖南
法治建设工作。会上，杨峥嵘当选
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副会长分别

为屈茂辉、胡海、杨建明、李军锋、
刘期湘、肖华玉。

省司法厅巡视员唐世月表
示， 湖南省法治研究会的成立正
值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推进过程
中， 意味着湖南学术界又产生了
一支专业的有生力量， 对促进实
务部门的理论提升、 推进法治湖
南建设具有实际价值和重要意
义。

杨峥嵘介绍， 湖南省法治研
究会坚持树立和凸显自我特色 ，
将紧紧围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建设和现实的法治经
济 、法治教育 、法治文化 、法治环
境等法治重大问题，融合法治、政
治、德治、自治、智治，开展有益的
法治应用研究， 突出新时代深化
法治实践应用政策和体制机制改
革的专门性和重要性问题的研
究。

茶亭派出所：望城东大门的守护者

民警向受害人李女士返还追回的赃款。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王薇
通讯员 覃亚林

茶亭派出所， 位于望城区东北角的
茶亭镇，辖 2 个社区、11 个行政村，总面
积达 136.9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5 万余
人。

作为东临汨罗、北接湘阴，连接三区
县交界的边陲辖区派出所， 这里的民辅
警用平凡的坚守， 书写了一段段感人的
故事。

“派出所现有民警 7 人、退伍士官 2
人、辅警 22 人。 虽然警力很少，但是我们
为民服务的决心却不小。 1995 年 8 月建
所以来，多次荣获先进集体、优秀党支部
等荣誉称号。 ”近日，茶亭派出所所长周
蕾告诉前来采访的《法制周报》记者。

坚守 所即是家
到今年为止， 周蕾已经在茶亭派出

所工作 12 年了。
派出所于他而言， 已经变成陪伴他

成长的“老伙计”。 “所即是家”，就是他的
工作日常，在他的纪录里 ，曾连续 40 多
天在所里值班、加班未回家。

今年年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大家措手不及。 疫情防控工作是党
中央的工作部署， 是事关群众生命健康
的大事， 派出所也是抗疫工作的前沿阵
地。 茶亭地处三县区交界地，情况复杂，
为了保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 周蕾带
头 参 加 设 卡 排 查 、 下 村 进 行 政 策 宣
讲 。

“我是所长，我不上，哪个上？ ”在疫
情防控期间， 周蕾带领全所民辅警奋战
在抗疫一线，24 小时轮流值守， 日常巡
查、人员摸排、“五包一 ”等等，连续一个
多月没有回家。 辖区出现疑似病例时，他
第一个冲在前面， 和医护人员上门了解
情况，提醒周围群众作好安全防范。

12 年来， 无论是防汛抗洪还是抗击

冰雪， 周蕾就像一棵大树， 扎根在最基
层，坚守在群众身边。 虽然茶亭派出所是
望城区最偏远的派出所， 但是在周蕾的
带领下， 派出所的各项工作在望城公安
分局名列前茅。

为民 群众就是亲人
茶亭派出所辖区大、警力少，村与村

之间距离较远， 为了更好地服务辖区群
众，他们向科技要警力，在重要区域安装
天网视频探头就是其中一项举措。

今年以来， 为了积极推进 “平安乡
村”视频建设 ，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
派出所组织社区民警、 驻村辅警逐户上
门走访发动，目前已安装视频探头 43 户
（其中公共区域 17 户），天网视频探头 37
个，发展意向待安装用户 400 户，后续将
陆续安装完善。 全面强化天网建设和视
频巡控，实现重点区域监控全覆盖，做到

辖区治安不留死角 ，维护社会治安稳
定 。

除了从技术层面上提升群众的安全
感，他们还时刻将人民放在心中，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今年 5 月 23 日 15 时许， 值班民警
曾泽接到紧急报警电话， 静慎村集镇一
居民家中着火，现场已经冒出明火。 曾泽
立即组织辅警携带灭火器材赶赴现场 。
到达现场时已经浓烟滚滚， 曾泽一边组
织人员冲进火场救火， 一边安排辅警迅
速疏散周边群众。 眼见火势越来越大，而
事发房屋是联排建筑，如果火势扩大，后
果将不堪设想。 民警迅速联系环卫部门
调来一辆洒水车，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
力，火势终于扑灭 。 “哎哟 ，吓死我了 ，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惊魂未定的房
主激动地和民警道谢。 此时，民辅警的警
服已经湿透了， 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洒水

车的水。 “人冇事就好。 ”曾泽只是淡淡
说了这样一句。

其实，这只是他们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理念的一个缩影。 去年 7 月，为了救
一个掉进深水潭的群众， 民辅警不顾危
险跳进水潭将落水男子救上岸， 得到群
众一致点赞。

奉献 打击犯罪是本能
茶亭派出所虽然只有 7 名民警 ，但

是打击违法犯罪，他们从不含糊。 在派出
所有一位 “拼命三郎”，“只要能够抓到
人，加班加点都无所谓。 ”这句话就是副
所长邓智的口头禅。

今年 7 月 16 日，派出所接到两起群
众报警称， 有人趁其凌晨熟睡之际将其
放在裤子中的现金盗走。

在短短时间里， 竟然连续发生两起
被盗案件，必须马上把嫌疑人捉拿归案。
刚参加完培训回来的邓智主动放弃休息
时间，带领所里民辅警奋战在 “抓贼 ”一
线。

在网安大队、刑侦大队的协助下，邓
智带队连夜蹲守， 成功将入室盗窃嫌疑
人彭某某抓获。

当问到他为什么这么拼命时，他说：
“打击犯罪就是人民警察的本能。 ”就在
去年， 邓智在办理一起车内财物被盗案
时，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在打击犯罪的
同时，加强追赃挽损，得到受害人李女士
发文点赞。

今年以来， 茶亭派出所坚持防范和
打击相结合，接处警 575 起，立刑事案件
28 起，累计破案 14 起，受理治安案件 41
起，刑事拘留 15 人，强戒 3 人，有力保护
了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茶亭派出所作为望城东大门的守护
者，他们以教育整顿为契机，以打造人民
群众满意的派出所为目标， 默默坚守在
最平凡的一线， 当好人民群众的 “守护
神”！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邓辉

近日 ，湖南湘江新区召开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专项巡
察整改部署会议，对专项巡察
发现问题后续整改工作进行
了部署，层层压实各级党组织
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整改日常
监督， 确保整改事项改彻底、
改到位。

部署开展巡察工作以来，湘
江新区始终坚守政治巡察职能定
位， 将严的主基调贯穿巡察工作
始终， 不断推动新区巡察工作向
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在巡察中我们发现某国
有地产公司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 ’不彻底 ，‘四风 ’问题
禁而不绝，存在以虚列开支形
式违规购买使用高档物品 、将
大额消费化整为零分解入账

报销等问题。 同时 ，基层党组
织存在党建与业务 ‘两张皮 ’、
党内组织生活形式化 、日常工
作不规范等普遍问题 。 ”湘江
新区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鲁靖
民表示。

2018年，湘江新区党工委成
立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对新区所属单位(部门)、国有
公司 4 个党组织、2 个重点项目
开展常规巡察和项目专项巡察，
共发现各类问题 79个，移交问题
线索 31条，及时向被巡察单位反
馈情况， 巡察利剑作用得到充分
彰显，避免小错铸成大错、小案酿
成大案。

根据新区工程项目多、投资
体量大、 资金密集以及监督力量
较薄弱的现状， 新区采取项目专
项巡察、交叉巡察、提级交叉巡察
等方式，监督靶向更加聚焦、查找
问题更加深入。

“地域范围小、熟人多等情
况， 都是困扰巡察工作有效开
展的难题。 为解决区（县）级巡
察的人情困扰问题， 党工委在
市委巡察办的支持下， 启动市
区巡察联动。 从市委巡察工作
专业人才库中抽调专业人员为
巡察组成员， 实现巡察人员交
叉，有效破解‘熟人困局’，增强
震慑力。”湘江新区纪工委书记
文山虎介绍。

除了巡察方式的创新 ，新
区在巡察具体细节内容上也不
断改进。重点核查落实“两个责
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坚持标书资料、
函询取证和项目有关资金报告
必查，重要信访举报必访、重点
工程项目必访、知情人员必访。
针对工程项目存在的问题 ，深
挖细刨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坚
持“一竿子插到底”。

湘江新区高质量推进巡察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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