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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通讯员
陈平) 为深入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工
作水平，树立亲民、爱民、便
民、利民、惠民的良好形象，近
日，章丘市公安局在全市公安
机关组织开展让群众“不找
人、少跑腿、办成事、心舒坦”
主题活动，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为确保此次活动顺利开
展，章丘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专门召开动员部署大会，传达
此次让群众“不找人、少跑腿、
办成事、心舒坦”主题活动会
议精神，制定活动方案，成立
领导小组。通过电视、广播、网
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发
动，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济南
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专项主
题活动，是对开展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再推动，旨在教
育和引导民警牢固树立民生

警务理念，增强为民服务意
识，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去执法、去服务，不断提升
执法服务质量和服务效能，切
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动员大会后，章丘市局
各单位和民警表示，将通过
此次专项活动，认真开展执
法质量回头看、服务转型回
头看和兑现承诺回头看“三
回头”活动，认真摆查在执

法、服务和承诺方面存在的
问题，积极开展整改活动，同
时积极组织开展“大讨论”，
增强全体民警的宗旨意识和
群众观念，全体民警将时刻
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
岗位是人民警察，始终坚持

“民事不可缓，凡事认真办”
的工作理念，把群众当衣食
父母、兄弟姐妹，把群众的苦
乐安危、急盼急需放在心上。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陈平

随着国庆的来临，外出旅游、走
亲访友、户外活动增多，人、财、物流
动增加，给节日的社会治安防控带来
了一定的压力。

近日，章丘公安通过微博、微信、
章丘公安服务在线等多种形式，向市
民发布“2014年国庆节期间安全防范
常识”，增强市民安全防范意识，确保
节日期间人财物的安全。

防范一：入室盗窃案件

节日期间，许多中小型企事业单
位关门歇业，居民外出旅游、走亲访
友、聚会活动，致使家中白天或夜间
无人居住出现安全防范盲点，为犯罪
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据不完全统
计，去年中秋节受理案件中，居民楼、
大中专学校、烟酒店、小型超市、厂矿
企单位为主要侵害目标。

防范建议：防范此类案件，中小
企事业单位要加强对门卫和单位值
班人员的管理，严禁值班人员脱岗，
对进出的人员加强盘查和询问，拒绝
非工作人员进出。外出旅游的居民，
在外出前认真检查家中水电，同时将
窗户和门关好，如果有亲属可以托付
亲属常到家中检查。

防范二：盗窃车内物品案件

节日期间，盗窃车内物品案易
发，且涉案金额较大，主要集中在城
区的超市、商场、宾馆饭店、娱乐场
所、小区附近，犯罪分子针对节假日
期间车内往往都会留有现金、烟酒、
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财物的特
点，采用撬、砸汽车玻璃、撬车门、撬
汽车后备箱或技术开车门（如利用电
子干扰器）等手法疯狂作案。

防范建议：此类案件主要集中在
傍晚至上半夜这段时间，该时间段车辆
处于相对长时间的停放状态，且夜晚光
线较暗、行人稀少，不易被人发现，犯罪
分子具有充分的作案时间。针对该类案
件，车主首先不要在车内放置贵重物
品，尤其是在车座上不要放置包、手机、
笔记本、相机等物品，后备箱尽量少放
烟酒，另外，在景点尽量选择有专人看
管的停车场停放车辆，在锁门时尽量不
要使用电子锁。

防范三：两抢案件

节日期间人们外出旅游、购物及
交往应酬等活动增加，一些女性习惯
将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包内随
身携带，佩戴的首饰较为显眼，极易
成为犯罪分子抢夺的目标。该类案件
多发于情况复杂的区域。

防范建议：在外出时，尽量少佩
戴贵重首饰，避免成为犯罪分子的目
标，同时，要包不离身、包不离手，避
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在背包时，尽
量将包放在身前。

防范四：街面扒窃、诈骗案件

节日期间易发生公交、超市、商场
等场所扒窃案件。从发案部位分析，该
类案件发生的重点区域是各大商场、超
市以及公交站附近；从作案特点分析，
犯罪分子选择大型超市、商场或者购物
场所周边人员密集处实施扒窃，盗窃的
目标以受害人携带的包及包内的现金、
手机等贵重物品为主，以女性为主要侵
害目标。此外，犯罪分子结伙，在街头路
面、汽车站附近、银行、超市、公园等门
口以借用物品、迷信、丢物检物等手段
诈骗案件也需防范。

防范建议：针对该类案件，市民
应避免到人群拥挤的地方，如果遇到
碰瓷者或者迷信人员，要提高警惕，
切勿上当受骗。

过节了，

安全防范别忽视

“您对我这次服务还
满意吗？”当听到对方回
答满意后，章丘市公安局
民生警务平台的民警王
晓静赶紧放下电话，又开
始为另一边的来访者解
疑答惑。

章丘市民生警务平台
建立两年多以来，民警每
天都这样忙碌着。有时，遇
到棘手的问题，他们还要
亲自到居民家中排忧解
难。工作中，只要发现办案
民警存在问题，他们都会
毫不留情地指出。正是因
为这种工作态度，平台处
理的群众诉求事项满意率
几近100%。

回听电话录音找不足

听心声，调心态，解心结，暖心窝

民民生生警警务务平平台台““四四动动作作””解解群群众众难难题题

公公安安““三三回回头头””摆摆查查问问题题为为民民服服务务
让群众“不找人、少跑腿、办成事、心舒坦”

民警到村民家回访。

谈起民生警务平台建立
之初，民警王晓静记忆犹新。
凭着自己多年的基层工作经
历，王晓静担起了民生警务平
台的重任。由于处于初创阶段，
民生警务平台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当时没有成熟的工作流
程，一切都必须摸索着来。“多
亏自己大学里学的就是法律，
口才也可以，还能应对这项工
作。”王晓静说，由于每天需要

接触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群
众诉求，逼着他不断学习各个
方面的警务知识。

随着民生警务平台的发
展，处理的群众诉求越来越
多，平台不断发展壮大。如今，
章丘市公安局民生警务平台
共有四名民警，虽然他们各有
分工，但因工作性质，都储备
了各方面的警务知识。

“前不久一个同学让我帮他

问问户口迁移的问题，我就告诉
他不用问别人，我就能给他解答
了。”王晓静告诉记者，在民生警
务平台工作的民警都是万花筒，
什么知识都要掌握一些。

王晓静说，日常工作中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民警
办案进行电话回访。为了提高
自己的服务水平，王晓静把这
些电话录音都存了起来，只要
有时间就会找出来重新听听。

他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
找到自己与群众交流时存在
的不足并加以改正，“我会仔
细听听是不是语气不对、是不
是没有说清楚，这样下次回访
的时候我就会注意。”

在电话回访结束时，通话
的民警都会问一下，“您对我
这次服务满意吗？”只有听到
对方回答满意后，他们才会挂
断电话。

入户为居民解决问题

除了电话回访，对于一
些电话里不能解决的群众诉
求，民生警务平台的民警还
会主动到居民家中为他们解
决问题。平台民警说，因为很
多投诉的群众来自农村，他
们对法律对民警的认知十分
不足，入户走访比起电话回
访效果更加明显，也更能获
得他们的信任。无疑，这也加

大了平台民警的工作量。有
时，居民住得离市区非常远，
民警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走
访。

提起第一次入户走访，王
晓静告诉记者，也是被“逼”
出来的。当时，他给一个居民
解释相关问题，总感觉效果
不是很好。“我就主动跟领导
提出，亲自到那个居民家中

去。”王晓静说，经过这次尝
试，他感觉效果非常好，以后
这种工作方式也被民生警务
平台采用。如今，每个月王晓
静和他的同事都会入户走访
三四次。

在走访中，除了为群众
解决问题，民生警务平台的
民警还会与当地派出所的民
警买一些日常用品，看望家

庭条件比较差的群众。当然，
在处理群众的诉求时，只要
发现办案民警存在违规、违
法行为，他们都会毫不留情
地指出来，并向上级部门汇
报。“只要是我们错了，我们
一定会向群众道歉，给他们
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一心
为群众办事，民生警务平台
已收到多面锦旗。

办公室里随时接待来访者

对于一些市区的居民或
者到章丘派出所方便的群众，
遇到民警办案不满意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到章丘市公安局
民生警务平台办公室找值班
民警解决问题。

为了方便接待来访者，警
务平台办公室专门设立了接
待区。据警务平台的民警说，
现在只要是上班时间，每天都
会有来访者。“我一天接待群

众最多时五六拨人，几乎一整
天都在给他们解释问题。”由
于每天接电话、回电话、接待
群众，说话非常多，王晓静的
嗓音始终有些沙哑。

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
即便是周末，民生警务平台
也会有民警值班。工作日，平
台民警为了及时处理群众诉
求、做好电话回访，经常需要
加班。“有时候，一些市民快

下班的时候过来找我们，总
不能跟他说我们下班了吧。”
遇到这种情况，平台的民警
也 会 认 真 地 帮 他 们 解 决 问
题。“你也许会耽误几个小
时，但是如果把问题给他解
决 了 ，也 许 能 影 响 他 一 辈
子。”王晓静解释道。

对于自己的工作，王晓
静将其比喻成“群众与公安
民警的桥梁”，通过他们群众

可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民生
警务平台也能对民警的办案
情况进行监督。对于民警办
案存在的问题，他们会及时
发现并督促改正。“我们只是
想通过自己的工作确实帮助
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提升公
安民警的形象。”王晓静说，
平台建立两年多以来，他们
受理的诉求，群众满意率几
近100%。

本报通讯员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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