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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韵洁）
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知晓率和
参与率，连日来，江永县委政法
委统筹协调政法各单位和媒体
宣传力量，明确宣传任务，突出
宣传重点， 全面拓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宣传覆盖面， 为持续
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营造强大声势和浓厚舆论氛
围。

聚焦重点区域 ， 设置宣传
点位。 县委政法委与多部门积
极联动， 大力开展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宣传工作。 当前，凤凰广
场 、知青广场 、三千文化广场 、
金龙公园、 体育馆、 沿街公交

站 、广告箱 、学校门前 、超市入
口等人员密集场所， 随处可见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宣传内容 ，
街边电子屏滚动播出江永县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相关新闻报
道、线索举报方式、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应知应会等内容。 各乡
镇、村（社区）主要路段、办公场
所、广场小区、建筑工地等宣传
的重点区域，采取悬挂条幅、设
置固定宣传牌等方式， 大力营
造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社会氛
围。

突出重点领域 ，持续宣传
发力 。 县纪委监委 、 县交通
局 、县 住 建 局 、县 城 管 局 、县
汽车站 、 县融媒体中心等部

门 ， 不断加大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宣传和曝光力度， 推进乱点
乱象整治。 政法各单位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 深入开展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宣传。 重点对 6 大
顽瘴痼疾等问题， 深入开展乱
点乱象集中摸排整治， 高位推
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
展。

突出媒体作用 ， 扩大宣传
影响。 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积
极邀请媒体参与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宣传报道， 江永县电视台
开通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专题报
道，及时发出权威声音，彰显党
委政府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
坚定决心， 在全社会形成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的强大声势。 以
互联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
兴媒体为有效载体， 加大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相关网络宣传引
导力度，公布举报电话，进一步
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覆盖
面。

突出群众参与 ， 形成宣传
合力。 印发《致全县广大人民群
众的一封信》《江永县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宣传册》，以乡镇开展
入户宣传、 利用赶圩日集中宣
传等为重要抓手开展面对面宣
讲，深入做好群众宣传教育、组
织动员工作， 鼓励群众积极参
与，大胆检举揭发，营造了网上
网下、步调一致、广泛宣传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 江永县共组织

面对面集中宣讲教育 600 余场
次，现场参与群众 6 万余人次；
利用村 (社区) 赶圩日宣讲 239
场次， 受教育人数达 3 万余人
次； 张贴公告公示 7000 张，设
立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线索举报
箱 200 余个 ； 各级各类媒体平
台共刊登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稿
件 100 余篇； 开展各类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宣传活动 170 余场
次， 投放 LED 电子屏宣传标语
2665 条 ， 悬挂宣传标语横幅
1895 条， 制作宣传展板 300 余
块，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10 万余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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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邓志宏）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
来， 江永县政法单位把党史学
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成果运用到执法司法工作
中，坚持开门搞教育整顿，重点
围绕“五进活动”，重点聚焦“四
类对象 ”，重点深入 “矛盾纠纷
易发地、 治安隐患集中地”，统
筹开展“四个一”，扎实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解决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推深
做实。

开展一次组团走访 。 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 全县政
法单位结合“服务‘三高四新’、
建设平安江永”实践活动，组织
政法干警进企业、进社区、进村
组 、进学校 、进单位 ，虚心向群
众学习、向群众求教、向群众问
策。 政法干警重点深入矛盾纠
纷易发地、治安隐患集中地，走
访服务对象、特殊群体、困难企
业、困难群众，听取对政法执法
工作的呼声期盼，并结合工作职
责和具体情况，列出走访清单。

据统计， 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开展以来， 各政法单位
工作人员共计上门走访群众
1110 户 ， 进园区走访企业 52
家， 开展为民办实事服务群众
“大接访”40 余次， 到定点帮扶
村开展帮扶 38 次，政法干警走
进街道 、社区 、学校 、单位等开
展普法等相关宣传 1729 次 ，收
集各类意见建议 130 余条。

组织一次集体大调研。 坚
持把开门整顿、“我为群众办实
事”、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穿
教育整顿始终， 全县政法机关
通过召开座谈会、进社区、进企
业等方式，征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等社会
各界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努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调研

过程中， 各政法单位详实记录
群众意见建议，建立入户清单，
认真梳理分析问题， 建立问题
清单，积极制定整改措施，建立
整改清单， 实行清单定期调度
制，整改一个销号一个，确保件
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截至目

前， 全县政法各单位共计召开
各类座谈会 17 场次，收集群众
意见、建议130条，其中 105条能
立即整改的已全部整改到位，其
余问题正在全力推进中。

参加一次志愿活动 。 全县
各政法单位将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与“我为群众办实事”紧密结
合起来， 组织全县政法干警扎
实开展了以法制宣传、 结对帮
扶、排查走访、无偿献血为代表
的一系列 “为民办实事 ”活动 ，
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感到幸
福。 如县公安局创新联企机制，
9 名局领导 、38 名中层干部与
47 家重点企业联企走访， 警企
互动促发展；县检察院开展“公
益诉讼”专项检察活动，协同相
关部门围绕 “世界水日”“中国
水周 ”开展 “全民河长巡河 ”为
主题的守护公益保民生志愿宣
传活动； 开展守护青山绿水和
舌尖安全志愿活动， 督促全县
60 余家销售农药化肥商家 ，对
销售的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进
行回收和登记， 切实守护江永
绿水青山和舌尖上的安全。

据统计，今年 3 月以来 ，全
县政法单位累计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 3.53 万余份， 宣讲法律知
识 1700 余次 ， 接受群众咨询

1500 余次， 开展关爱走访活动
20 余次、1000 余人，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 60 余次，为企
业提供免费法律体检 10 余次 ，
10 余名政法干警参与无偿献血
活动，累计献血 4000 毫升。

解决一批群众难题 。 全县
各政法单位紧扣“为民办实事”
主题，持续部署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 系列活动。 据统
计，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开展以来， 全县各政法单位共
计整治安全隐患 300 余处 ，免
费为园区企业提供化解园区开
工复产矛盾 6 起， 为园区企业
追回被盗生猪 35 头，为公司挽
回经济损失 10 余万元。 破获了
“3·18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冒
充领导诈骗案” 等案件 11 起 ，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2 人，为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20 余万元。
破解 2021 年高校考生享受民
族优惠政策资格审核难问题 ，
为 2000 余名考生办理了资格
审核工作。 结合道路交通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工作， 组织开展
交通安全宣讲 50 场次，发放宣
传资料 1600 余份，受教育群众
2000 余人次。 累计化解信访积
案 39 起，上门服务为民办证 89
件，为社区矫正对象、安置帮教
对象提供创业培训帮扶 20 余
次，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800 余
起。

学习是手段、实践是关键 。
江永县政法系统开展的 “我为
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牢
牢把握 “护航发展 、守护平安 ”
的职责使命， 把全县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的效果转化到推动政
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上,以更高站
位、更宽视野、更大格局谋划推
动各项工作,激励政法干警全心
全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
难事 、献爱心 ,构建更加和谐的
警民关系。

江永县政法队伍统筹开展“四个一”实施教育整顿

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江永县委政法委：多举措拓展宣传覆盖面

江永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在上江圩镇开展法律知识宣讲。

企业代表向警方送来锦旗感谢快速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