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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着力点，形成安保合力
安保维稳，责任如山。邵阳监

狱党委始终把“迎接十九大，全力
保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
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调研，周密
部署，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
工作机制。

凝聚共识，保持政治定力。思
想是行动的先导。为此，监狱党委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 着力提高广
大干警的思想认识。今年来，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15次、 监狱长办公
会议10次、狱情分析会9次、维稳
专题工作会议4次，召开警察大会
12次， 及时传达省市各级的文件
精神， 不断增强全体警察的政治
警觉性、 政治鉴别力和政治责任
感， 提升了全体警察对做好新形
势下特别是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
稳定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创新载体，夯实维稳基础。监
狱未雨绸缪。部署开展“严肃法纪

规定， 整顿监管秩序” 专项活动
“回头看”、“强化内部管理， 确保
两个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大力开
展“查隐患、堵漏洞、保安全”百日
安全竞赛、“打非治违”等活动；全
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喜迎
十九大，忠诚保安全”百日安全竞
赛活动。工作紧锣密鼓，活动接二
连三， 有力推动了监狱安全工作
迈上新台阶。

以上率下，打造强力引擎。领
导带头就是旗帜， 上级示范就是
命令。邵阳监狱制定了《监狱领导
“包联”监区责任制》和调查研究
制度，监狱领导以身作则，到监区
带队值班、带班，业务科室领导深
入监区带班、跟班，一级做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已成为邵阳
监狱工作一道亮丽的风景。
抓好党的建设，强化政治担当

加强支部建设， 舞活党建龙
头。坚持“一个支部一个阵地、一
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理念，充分发
挥党支部在维护监狱安全稳定、
完成各项任务的组织保障作用。
全面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 制定
《党支部工作实施细则》， 创造性
地建立了党建、队建、业务建设科
际联络员机制，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 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民
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集
中开展政治学习18次、专题党课6
次以及“喜迎十九大， 全力保安
全”主题党日活动，推动了“两学
一做”常态化，进一步强化了全体

党员的身份意识、岗位意识、责任
意识。

以党建带队建， 打造过硬队
伍。以“队伍建设年”为契机，按照
“立足岗位、贴近实际、全员参与、
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了党建队
建管理、服刑人员讲评教育、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业务等系列岗
位练兵活动， 开展消防、 反恐防
暴、防劫持等预案演练4次，促进
了全员的执法业务能力、 科技应
用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应急处
突能力进一步提升。
抓实隐患整改，筑牢安全堤坝

内外结合查隐患。为多渠道、
全方位收集研判信息， 确保不留
死角，不留盲区，监狱实行了全覆
盖、拉网式的排查，全年累计查摆
监管安全隐患107项、生产安全隐
患109项、 消防安全隐患32项。一
是单位自查。监区（分监区）每日
开展一次安全排查。 二是部门巡
查。 相关部门每日定时深入监管
场所进行巡查。三是集中督查。监
狱领导每月带队集中督查。 四是
突击抽查。业务科室按照“四不两
直”要求，随机抽查基层单位安全
工作。五是借力检查。今年来，监
狱联合驻狱检察室、 驻狱武警开
展安全巡查4次，集中清查监6次。
9月27日，监狱主动邀请市检察院
牵头组织市消防支队、市安监局、
市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门来狱开
展专项检查；10月12日，监狱邀请
邵阳市智信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来狱对消防设施进行全面
检测。

多措并举建机制。 对各类检
查中排查出的隐患， 监狱建立了
整改责任清单， 以零容忍的态度
和决心，严格实行“一单四制”，真
正把问题找出来，把漏洞堵塞住。
截止目前， 累计整改监管安全隐
患98��项、 整改生产安全隐患107
项、整改消防安全隐患28项，完善
和新制定了外诊带押、 监区犯情
交接早会及狱情排查晚会等管理
制度15项， 进一步夯实了管理基
础，补齐了安全短板。

防控并举保平安。 每月开展
一次不稳定因素排查， 及时制定
防控措施； 严格落实省局关于信
访积案清零的要求， 累计接访50
人次，上门回访3人次，化解信访
积案3起、进京上访1起，签订息访
协议1份，年内未发生警察职工涉
及治安、刑事、涉毒案件。
抓严责任落实，强化执纪问责

精准施策， 落实责任包干。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责任到
人，压实担子。同时，突出问题导
向，精准施策，印发了《关于做好党
的十九大期间监狱安全稳定工作
的通知》， 对涉及监狱安全稳定有
关的监狱保密工作、监狱网络舆情
管控、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反恐防
暴和案件防范工作、 安全生产、矛
盾化解和信访工作6大方面共计19
项具体工作制定了责任清单，逐一
明确了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

严格问责， 确保措施到位。在
国庆、中秋特别防护期间，全狱上
下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面加强安
全防范。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
勤、双人执勤值岗、交接班无缝对
接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警力全覆
盖、监管无盲区；监狱领导、机关科
室负责人定期深入各自所包联（挂
靠）的监区进行跟班蹲点；严格执
行请销假及外出报告制度。特别防
护期内监狱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
干部停休公休假， 每天安排2名监
狱领导带队值班，安全稳定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24小时手机开
机待命， 随叫随到。 监狱政工、纪
委、 督察等部门每天2次不定时开
展督察。今年以来，共问责1人，扣
分处理400余人次。

多方融合，构建维稳体系。国
庆前夕，监狱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就2个影响监狱安全稳定的重大
问题分别向市政府、 市维稳办做
了专题汇报， 并就监狱纳入地方
反恐防暴重点单位和“雪亮”工程
向市公安局做了专题汇报， 积极
推动监狱纳入当地安全维稳工作
体系。同时，10月16日，监狱开展
机关警察下基层活动， 分期分批
组织机关警察下基层值班、带班、
跟班，协助基层抓实安全稳定，帮
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 促进机关
与基层、 领导与警察等诸要素的
深度融合， 积极构建全员安全责
任体系， 着力打造监狱安全稳定
共同体。 ■禹奇勋

唱响主旋律 打好组合拳
———湖南省邵阳监狱全力做好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纪实

今年以来，湖南省邵阳监狱
认真贯彻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
局有关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属
地责任、主管责任”、“条块结合、
内紧外松”的工作原则和“提升
政治站位、细化工作方案、压实
工作责任、突出工作重点、有效
化解矛盾、严格问效问责、全面
维护稳定”的总体思路，坚持以
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打好“四抓”
组合拳，全力以赴做好党的十九
大安保维稳工作。

本报10月26日讯 为全面推
进辖区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
近日， 郴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
长刘涛、 防火监督处长曾亮带领
防火监督人员， 深入辖区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马家坪市场对隐患整
改工作进行上门指导。

在夏季消防检查及高层建筑
大型商场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期间， 支队防火监督人员在马家
坪市场检查时发现其存在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未设置排
烟设施， 部分铺面占用疏散通道

违规经营， 违规搭建顶棚占用防
火间距等严重消防安全隐患。

今年8月底，郴州市政府已将
该单位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
行挂牌督办。 刘涛现场听取了单
位负责人关于重大火灾隐患整改
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 详细了解
了火灾隐患整改措施， 并现场查
看了单位是否按照《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通知书》 的整改要求来进
行整改。

目前， 该单位火灾隐患正在
积极整改中。

■通讯员 林思 赵军 记者 张浩

本报10月26日讯 10月25
日，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文件，公
开通报了8起土地违法违规案
件查处情况。

【案件一】 嘉禾县汇泉驾
校非法占地

2016年8月，嘉禾县珠泉镇
珠泉社区李建吉未经用地批
准，违法占用耕地9.2亩建设驾
校训练场。

嘉禾县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责令退还非法占
用的土地； 没收在非法占用的
土地上兴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并处罚款12.219万元。

【案件二】 东安县创新创
业园区标准厂房非法占地

2015年11月， 东安县创新
创业园区“135”工程建设指挥部
未经用地批准， 违法占地447.7亩
（其中耕地119.7亩）建设标准厂房。

东安县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责令退还非法占
有的土地； 没收非法占用土地
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并处罚
款487.6241万元。

【案件三】 辰溪县火马冲
工业园非法占地建厂房

2014年8月以来，辰溪县火
马冲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未经用
地批准，违法占地71.4亩（其中

耕地26.2亩）建设厂房。
辰溪县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没收非法占用土地
上建筑物，并处罚款10.95万元。

【案件四】 永顺县高平金
海实验学校非法占地

2015年8月，永顺县高平金
海实验学校未经用地批准，违法
占地82.9亩（无耕地）建设学校。

永顺县城管局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没收非法占用土地上建
筑物，并处罚款44.26216万元。

【案件五】宁乡花明国际幸
福城项目及配套设施违法批地

2015年12月，宁乡县人民
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拆迁、 非法
批准使用土地227.643亩，建设
花明国际幸福城和安湖改扩建
等项目。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理决定： 确认宁乡县人民
政府与湖南花明国际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
及相关的宁乡县人民政府《会
议纪要》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定的相关条款无效；宁乡县人民
政府依法收回非法占用的国有
建设土地213.27亩，完善相关供
地手续；依法收回25.533亩集体
土地退还给原集体组织；责令宁
乡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讨，保

证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案件六】 常德市房车露

营地非法占地
2015年12月， 常德金柳置

业有限公司未经批准，违法占地
286.48亩建设房车露营地项目。

常德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没收非法占用土
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处罚
款124.2万元。

【案件七】 邵东县乐满池
水世界非法占地

2014年10月，邵东县大禾
塘乐满池水上乐园未经批准，
非法占用耕地21.1亩， 建设乐
满池水上乐园项目。

邵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没收非法占用土
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并处
罚款23.164万元。

【案件八】 涟源市邬辣妈
农业公司厂房非法占地

2016年12月，湖南邬辣妈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超审批红
线范围，违法占地9.6亩（其中耕
地3.7亩）建设厂房和配套用房。

娄底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责令退还非法占地；
没收非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并处罚款5.9845万元。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姚专

省国土资源厅公开通报8起土地违法违规案件

占耕地建厂房，东安一项目被罚487万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暨“2016综
合实力千强镇”等榜单发布，永兴县
马田镇入选全国综合实力前1000
强，名列990位。该榜单由中小城市
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展战
略研究院、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
指数研究课题组等单位通过《人民
日报》和《2016中国中小城市发展
报告·绿皮书》联合发布。

近年来，该镇按照“经济强镇、
商贸大镇、文明新镇、和谐靓镇”总
思路， 以主动引进新型产业为重
点，做大做强现代产业群。2015年
该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31.99亿
元，是2010年的1.86倍；完成财政
总收入6848万元， 是2010年的2
倍。 被列为小城镇建设全国重点
镇、 湖南省中心镇和市示范镇，荣
获全市十快经济乡镇。 ■曹科

郴州永兴县马田镇成功入选全国“千强镇”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郴州消防上门指导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