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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一站式服务”
24小时全过程为民获得“五星

好评”
“聚焦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期所

盼，积极探索零距离服务机制”是罗
塘派出所推行“一站式服务”的重要
内涵。据介绍，罗塘派出所所辖区
域为姜堰主城区，辖区内企业场所
多、建筑工地多、外来人口多，数据
显示，仅 2019 年该所登记的暂住人
口 8133 人 ，占 到 全 区 暂 住 人 口 的
21%。为了做优服务，该所积极推进
让群众“只跑一次”“就近跑”“不用
跑”等举措，力争全方位全天候为老
百姓提供贴心服务。

2019 年8月，姜堰碧桂园钻石湾
小区的承建商南通泛华集团负责人
来到罗塘派出所咨询，称工地上新来
了不少外地民工，需要办理居住证并
申办工资卡，希望民警能给予帮助。

了解相关情况后，派出所当即
安排人员前往工地，逐一登记新来
人员信息，实行“特事快办”，当天就
为 30 余 名 民 工 全 部 办 理 了 居 住
证。而考虑到居住证制作寄送的时
间问题，民警还主动和辖区银行联
系，为民工出具“办理回执”让他们
当天即可申办银行卡。派出所的系
列举措受到了企业和民工们的一致
称赞。

此外，罗塘派出所还在接待大
厅新增了视频查询岗和引导服务
岗，专门为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进
行业务咨询和先行查验。并要求
接待大厅实现错时上班，服务时间
比规定上班时间提早半小时，周六
正常上班、周日预约服务。针对性
地推出对辖区年迈、残疾等特殊群

众身份证上门拍照办理、送证上门
等服务。新建 24 小时无人值守自
助办事大厅，设立出入境、身份证
领取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方便群众
随时领取身份证件和出入境证件
业务。

“现在真是方便多了，采购危化
物品的审批手续到派出所跑一次 5
分钟就能办好，效率非常高，给五星
好评都低了。”姜堰华芯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田正如说。

推行“多元化调解”
实现矛盾“即调即解”的共同

追求
调解邻里纠纷、化解社会矛盾

是促进稳定和谐的重要环节。“为
了更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我们推
动实施多元化调解机制，大力推进
完善‘警调衔接’，不断加强与民间
调解组织的合作，发挥调解组织辐
射效应。”罗塘派出所所长曹吉忠
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除驻所人民调解
室外，该所还以社区警务室为依托，
动员网格员积极参与，主动开展民
间矛盾化解排查，切实将社会矛盾
发现在早、处置在先，推动实现矛盾
纠纷“即调即解”。今年以来，该所
已通过“多元”力量集中调解纠纷
192 起，并“抢先”收集研判各类矛盾
线索138 条，为后期成功化解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同时，针对医患纠纷、土地纠
纷、历史遗留纠纷等复杂矛盾，该所
还创新建立了“4+N”矛盾调处工作
机制，4即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
所、律师事务所，N 为村居、教育、城

管、商务、市场监督、卫生、司法等相
关部门，根据矛盾种类及调解需求
挑选相应力量参与。

2019 年 4 月，罗塘辖区内发生
一起劳务人员在境外非正常死亡
赔偿纠纷，死者家属多次到劳务公
司讨说法，采取跳楼、上访等过激
行为维权。

了解情况后，该所第一时间启
动“4+N”联调机制，通过协调商务
局等部门，迅速摸排并准确掌握死
者家属诉求等具体信息，有效稳控
家属情绪，引导理性维权，最终促成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截至目前，该
所已通过运行该机制，成功调处疑
难复杂矛盾 56 起，实现了矛盾不出
村、不上交的工作目标。

创新“智慧型防控”
用打防能力的综合提升换取群

众“安全感”
今年 5 月 14 日凌晨，罗塘街道

院子村发生一起入室盗窃电动车
案，犯罪嫌疑人通过翻墙入院的方
式盗走一辆价值 3000 余元的电动
车。接到报案后，罗塘派出所综合
指挥室各岗位迅速联动，利用智慧
物联等手段、协调社区、治安、巡逻
等各警种民警开展联侦工作，仅用
8 小时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成功
破 获 此 案 ，为 村 民 挽 回 了 全 部 损
失，民警也受到了街坊邻里的一致
称赞。

“提升群众安全感的关键还是
提高破案率。”秉持着这一观念，7 月
初，罗塘派出所耗资 30 余万元完成
了综合指挥室“接警指挥、合成调
度、综合管理”一体化升级改造，并
申请开放公安云搜、人脸识别、智慧
物联等专业手段在指挥大厅内应用
以服务实战，致力打造出基层派出
所的最强大脑。

同时，该所整合全体 32 名民警、
53 名辅警，4582 名网格员以及辖区
58 个微信群，20000 多个社会面监
控、248 个网格，互相支撑、互相策
应，共同打造“智慧辖区”。数据显
示，仅今年就累计完成高清视频点
位改造 198 处，整合城管、交通、教
育、民政、住建等社会资源 12 个，
积极动员 56 个小区安装“人脸车辆
识别安防系统”，做到对进出小区人
员、车辆快速准确地识别和数据采

集，目前辖区已有 90%的小区实现
了智能化。

“一系列智慧化改造为我们在
社区实施打防管控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破案率的上升让群众对我们
的工作更加理解、更加支持。”社区
民警王羽说道。据介绍，前期中天
社区连续发生多起楼道间电动车失
火事件，民警通过小区的视频监控
和人脸识别系统，很快找到了纵火
嫌疑对象，并将其绳之以法。

据统计，今年以来，罗塘派出所
已破获各类违法犯罪案件276 起，其
中刑事案件 89 起，刑拘 65 人，逮捕
21 人，打掉犯罪团伙 8 个，综合破案
率同比上升 12.08%；并上报其他案
件线索 136 条，发布抓捕指令 38 个，
辖区可防性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
12%，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分别提升
8.6%、9.7%。

警为民用，勾勒平安和谐新画卷
——姜堰罗塘派出所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工作纪实

本报特约记者 张玉成 通讯员 陈志萍

市局领导参观新建的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市局领导参观新建的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10 小时破获一起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案件！当被告知财物失而复得，在外地工作的张女士急忙赶回泰
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罗塘派出所（原城南派出所），对办案民警连声道谢。原来，就在今年 8 月 14 日夜间，张
女士不小心将手机遗忘在车内，被小偷乘隙窃走，接到报案后，罗塘派出所立刻启动民生案件快侦机制，仅
用10个小时就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所坚持警务围绕民意转，以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第一目标，始终把有限的警力
精准投入到群众关心的窗口服务、矛盾化解和侦查破案工作中，坚决做到民有所想、我有所为。先后为辖区百姓
提供各类服务1000余次；帮助群众调解540起纠纷，包括56起疑难复杂矛盾；破获各类刑事案件89起，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193人，打掉团伙8个，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有效维护了辖区的平安和谐。

走访工地走访工地

平安义工巡逻平安义工巡逻

社区安全防范宣传社区安全防范宣传

社区民警落实社区安全防范工作社区民警落实社区安全防范工作

为无户口人员解决户口为无户口人员解决户口，，并送并送
上户口本上户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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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法院 姜堰日报社 联办

区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义务被执行人曝光公告
（2019）第九期

为了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保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风
气，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决
定对以下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
通过媒体公开进行曝光。

本院现责令被曝光的被执行人
立即依法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所有
义务，并配合人民法院完成各项执
行工作。否则，本院将对被执行人
或其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拘留、罚
款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本院将把具
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
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
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提醒广大群众与被曝光的被执
行人在进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时注
意风险防范。本院同时公布举报电
话，欢迎广大群众提供被执行人下
落、可供执行财产或其他执行线索。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姓名：洪震
身份号码：32102819760821****
住址：泰州市海陵区电化宿舍
11号楼305室
案号：（2019）苏1204执1950号
案由：劳务合同纠纷
标的：18125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12

姓名：朱树林
身份号码：32102819610306****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白米镇纪林
村15组4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390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176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12

姓名：张明顺
身份号码：32102819730418****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
祝庄向阳路14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830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408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9

姓名：李国恩
身份号码：61042119651103****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经济开发
区经八路西侧
案号：（2019）苏1204执恢692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200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9

姓名：胡启明
身份号码：32108319570913****
住址：兴化市钓鱼镇南刘村3
组123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271号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676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9

姓名：卢根华
身份号码：32102819711230****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
杨庄村朱庄2组23-3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158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67136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58

姓名：肖圣存
身份号码：32128419711217****
住址：南通市常川区郭里园
新村151栋101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153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809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58

姓名：冒平安
身份号码：32128419690807****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梁徐镇
梁徐村20组11号
案号：(2019)苏1204执恢291号
案由：追偿权纠纷
标的：85217.24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魏素芳
身份号码：32140219750220****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
道太平路98号楼304室
案号：(2019)苏1204执1447号
案由：追偿权纠纷
标的：432133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杨书明
身份号码：32102819760929****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
杨港村4组48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447号
案由：追偿权纠纷
标的：432133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史建华
身份号码：32062119650724****
住址：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
新桥新村13排1号
案号：(2019)苏1204执恢338号
案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标的：2041336.77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10

姓名：刘建新
身份号码：32102819550904****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
道龙涛花园4号楼1603室
案号：(2019)苏1204执1294号
案由：追偿权纠纷
标的：15165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10

姓名：狄兵
身份号码：32102819780202****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
道742号附2幢207室
案号：(2019)苏1204执恢311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13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9

姓名：王黎明
身份号码：32128419940925****
住址：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781弄17号402室
案号：(2019)苏1204执1036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25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姓名：杨和珍
身份号码：32102819721012****
住址：泰州市姜堰区白米镇
孔庄村13组4号
案号：(2019)苏1204执1036号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标的：250000元
举报电话：0523-88846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