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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法院发布专题布告
严打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

本报讯(通讯员 黄瑶)近日，桑植县法院发布了一期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专题布告，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布告选编了桑植法院今年以来依法审结的 4 起 9 人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具有较强的反面典型宣传及
警示教育意义。 布告共印发 600 余份，张贴在全县各个村居、
城镇农贸市场、农村乡镇集市、银行点等人口聚集地和人流
密集处，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并表示要管理好自己的“双
卡”，不能贪小惠小利、抱侥幸心理。

喻家嘴派出所是省内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蒋文娟

面红耳赤地吵嚷在这里平息； 百姓的心头之
屈在这里伸张 ； 不法人员的行为在这里被遏制
……在张家界市核心景区武陵源东大门， 有个省
级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喻家嘴派出所 ，把群
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用为民情怀把
一个个无序音符谱写成和谐乐章。

近年来， 武陵源公安分局喻家嘴派出所以推
进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为抓手 ，着力建
立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
群众工作机制，打造出了 “枫桥式派出所”的喻家
嘴样本。 6 月 13 日，记者来到这里，聆听喻家嘴派
出所架起“枫桥”守护平安的故事。

多元调解
让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喻家嘴派出所辖区是武陵
源区教育、医疗、商贸中心，有 9
个村（居）委会，婆媳矛盾、土地
界址纠纷、 山林纠纷等矛盾纠
纷多发频发。 “这些看似鸡毛蒜
皮的小事， 如果不及时处理就
会变成民转刑的大事。 ”派出所
教导员唐龙对他们在 2020 年 3
月化解的一起因婆媳矛盾引起
的家庭纠纷记忆犹新。

2020 年 3 月 4 日， 迎宾路
社区居民刘某因琐事与婆婆曹
某发生口角， 曹某之兄曹某某
等亲戚上门讨说法时， 双方再
次发生争执并厮打起来， 致使
刘某受伤。 唐龙和同事核实情
况后立即组织现场调解， 由于
双方积怨已久， 且赔偿费用未
达成一致，调解未果。 唐龙转变
思路， 叫上所里的专职调解员
老毛，联合村干部、法院工作人
员等多次上门做双方的思想工
作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最终
于 4 月 14 日在区法院调解成
功，曹某、刘某婆媳两人握手言
和。

“矛盾纠纷发生后 ，双方当
事人都比较犟， 这时候就需要
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间人来
缓和情绪， 再去做调解工作就
比较容易了。 ”唐龙告诉记者，
2021 年， 所里聘请了熟悉本地
民情民意、 善于做老百姓调解
工作的毛汉初任专职调解员 ，
成立了老毛调解室， 让老百姓
最熟悉的 “和事佬 ”老毛 ，巧用
村规民约、 公序民俗以及亲情
来疏导劝和， 更有效地将家长
里短、鸡毛蒜皮等纠纷化解。

聚焦“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
出镇、 矛盾不上交” 的工作目
标，喻家嘴派出所整合法庭、司
法所等资源力量， 搭建三位一

体多元解纷平台， 高效处理村
级调解、 报警调解等重大民生
类矛盾纠纷。 同时，联合社区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处、“两
长四员”、治安志愿者建立社区
调处网络，做到小事不出楼栋、
大事不出小区、矛盾不出社区。
该 所 还 将 城 管 、工 商 、旅 游 、
食 药 监 等 部 门 整 合 进 来 ，对
涉旅等矛盾纠纷实现联合调
处 ， 让矛盾纠纷真正化解在
源头 。

做优服务
当好“国际张”旅游卫士

维护景区安全稳定、 服务
好游客， 也是喻家嘴派出所民
警的重要工作之一。 近年来，该
所聚焦张家界加快推进世界一
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要求 ，积
极推进 “121”全域旅游警务机
制建设， 探索打造了景区警务
新模式， 有效提升旅游保障和
服务水平。

“警察同志，我店里有个银
色茶壶不见了 ！ ” 今年 3 月 5
日， 喻家嘴派出所接到陈先生
报警， 称其放在展示柜上的银
色茶壶被盗， 怀疑是正在店里
消费的林女士偷了。 林女士旅
游完正准备买点纪念品， 没想
到却被店主无端怀疑， 觉得很
委屈，和陈先生争执起来，当派
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 ，双
方已吵得面红耳赤。

“要根据事实和证据公开
公正、 合理客观地作出是非判
断， 才能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
服。 ”处理这起案件的民警吴朝
晖说， 他和同事调看了店里的
监控视频，经过实地走访询问，
发现是店里的服务员把茶壶放
错了地方，才造成了误会。 吴朝
晖对陈先生进行了严厉批评 ，
责令其向林女士赔礼道歉。 “谢
谢你们查清事实，还了我清白，

赔偿就不需要了。 ”林女士感激
地说。

为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警务
效能， 喻家嘴派出所组织全所
民辅警分批次到黄龙洞和千古
情两大景区实行全天候巡逻防
控检查，并在景区重点单位、重
要部位安装了 10 余套一键式
可视化报警装置，对游客求助、
投诉、咨询做到第一时间响应，
实现旅游矛盾快速调处、 旅游
紧急救援服务、 快速帮助游客
寻人找物、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监督管理等目标， 有力保障景
区平安有序。

该所还深入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创新推出“旅游咨询零
距离、旅游救助零误差、旅游安
全零事故、 旅游诚信零投诉 ”，
旅游警务 “四零服务 ”和 “对于
游客的询问做到热情回答 、百
问不厌， 对于游客的困难必须
全力帮助， 对于游客的投诉必
须妥善处理” 服务游客 “三必
须”理念，用真心真情为游客解
难事、办实事。 近年来，辖区涉
旅矛盾纠纷和行政案件大幅减
少， 服务游客和救助困难游客
的例子持续增多。

昼夜亮警
全力维护辖区百姓安宁

“感谢喻家嘴派出所的各
位警官， 孩子好多了， 谢谢你
们，你们辛苦了。 ”2 月 17 日一
早， 民警方平华给张女士打电
话，得知孩子无大碍，一颗悬着
的心落了地。 他叮嘱张女士照
顾好孩子后， 便赶往武陵源一
中校门口， 开始护送一批又一
批学生安全进校园。

2 月 16 日晚上 9 时， 张女
士的车子在高速上发生严重事
故，一家三口均受伤，孩子脑袋
被撞后就没出声， 夫妻俩急得
不行。 当时整个路面全是汽车，

就连应急车道都停满了 。 幸好
唐龙和方平华经过， 他们打开
警灯、拉响警笛，不断喊话示意
其他车辆配合让道， 以最快的
速度护送他们就医。 到达医院
又跟医生协调给小孩开辟绿色
通道， 全程陪着孩子做完检查
才离开。

这只是喻家嘴派出所始终
把群众所需所盼所求放在首
位， 竭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喻家嘴
派出所秉承“警务围着民意转、
民警围着百姓转”的工作理念，
全力推进物防、 技防、 人防建
设，在社区、学校、公园、旅游景
点 （区 ）、医院等场所安装监控
系统， 抽调警力组建巡逻队伍
在城区开展全天候巡逻， 加强
重点群体、重点人员动态管理，
持续开展 “护学岗 ”、法治宣传
等工作，不断织密平安守护网。

此外， 喻家嘴派出所还坚
持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 ， 结合
“百万警进千万家 ”“警民恳谈
会 ”等活动 ，动员社区群干 、楼
栋长、 安保队员、 物业工作人
员、治安志愿者等群众力量，通
过入村寨 、进社区 、走企业 、访
群众，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大力

开展宣传教育、查找问题线索，
群众安全感成色更足、 保障更
有力。 在市、区两级民调中，该
所的群众满意率连续 7 年位列
全市、全区前 3 名，2019 年被省
公安厅命名为湖南省首批 “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2021 年 7 月
被公安部评定为一级公安派出
所。

把群众的每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喻家嘴样本

群众认可就是
最强力量源泉

喻家嘴派出所所长 唐元清
群众认可就是对我们

工作最好的肯定和支持，也
是我们在为民路上最强的
力量源泉。喻家嘴派出所将
以创建“全国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为抓手，全力践行“矛
盾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 ”的新要求 、新理
念， 做好矛盾纠纷化解、重
点人员管控和零距离服务
群众等工作，努力让辖区群
众收获更多获得感、安全感
和幸福感。

■所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