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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视察如皋检察工作　Ｐ２１６

●“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　Ｐ２２０

审审审　　　　　　　　　判判判

【概况】　市人民法院院机关现有刑庭、民一庭、民

二庭、行政庭、立案庭、审监庭、执行局、司法鉴定

科、司法警察大队、政治处、办公室、研究室、监察

室、审判管理办公室、行政管理科、人民陪审员办公

室１６个内设机构，如皋经济开发区、白蒲、石庄、港

区、搬经、磨头６个派出基层人民法庭。现有干警

１８８人。其中，审判员９９人，助理审判员３人，书

记员６５人，法警１７人，法医１人；具有本科学历者

１６２人、占比８６．１７％，有硕士学位者２９人、占比

１５．４３％。２０１１年，受理各类案件１６３０６件，审执

结１６３４３件，审判人员人均结案２５４．５２件，案件被

改判发回率０．１３％，上述指标均居南通基层法院

第一。被评为省级廉政文化示范点、全省法院基层

基础建设示范点、全省法院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

被省高级法院首批授予标兵警队称号。市法官协

会被表彰为全省先进集体。

刑事审判　年内，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６２５件，

审结６２２件８３５人，其中，交通肇事等危害公共安

全罪１７４件１７４人，虚开增值税发票、非法经营等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２９件４４人，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８７

件９４人，抢劫、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２２７件

３３５人，非法行医、非法持有毒品等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罪８５件１６９人，贪污、受贿等贪污贿赂罪１４

件１５人，玩忽职守等渎职罪４件４人。受理刑事

附带民事案件５件。年内判处被告人８３５人，其

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２人，被判处五年

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６３人，被判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３０８人，被判缓刑３５２人、拘役６０人、

管制６人、并处罚金４７７人、剥夺政治权利５人、没

收财产１３人。

民商事审判　年内，新受各类民商事案件

９２１７件，审结９２４５件（含旧存）。其中，审结道路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２６９３件，标的总额

１１０３１．７９万元；审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１９８９件，

民一庭被授予全省维护妇女权益示范岗称号。审

结企业间、企业与个人间的买卖、借款、承揽等合同

纠纷案件４１６３件，标的额达５５８４６．５５万元。妥善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３件，盘活资产５０００万余元。

创建涉农土地案件“１＋３”（由人民法院牵头，市委

农工办、市政府法制办、市农业委员会３家部门共

同参与）诉前联动化解机制，化解一起涉及１００多

户农民因粮食价格波动引发的土地流转合同纠纷。

行政审判　年内，审理各类行政案件７３件，受

理非诉行政审查、执行案件８２５件。全年开展法制

讲座５次，发出书面司法建议８件。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达１００％。推进行政争议诉前协调

和重大行政争议综合调处机制深化延伸，会同市政

府法制办建立重大行政争议预警化解机制。

执行工作　年内，新受执行案件５６９６件，执结

５７０７件（含旧存），执结率１００％，其中实际执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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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９３件，执结到位标的５３０８８．４万元。开展反规

避执行专项活动，判处暴力攻击执行法官的３名被

告人实刑。接受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审议法院执行

工作，并贯彻落实相关审议意见。

立案工作　年内，对所有案件立案实行“一站

式”服务，审查、立转各类案件１６３０７件，其中６个

人民法庭立案８１０１件。设立融诉讼事务中心、诉

前调解中心、信访接待中心于一体的便民司法新平

台，诉讼服务中心收案６６９件，结案６６７件，以诉前

方式调解结案４７２件，调撤率为８０．３６％。做好诉

前审判工作，办理诉前保全２６件，公示催告２１件，

结案率１００％。全年处理人民来信３８５件，接待来

访２１５人次。强化人民调解的指导职能，全年培训

专职调解员８００多人次。全年司法确认案件３５３

件。建立“十户调解员”、妇女干部特邀调解员等工

作机制，在镇村建立法官诉调对接工作站和法官联

系点３２个，源头化解矛盾纠纷８７６件。

审判监督　年内，受理申诉、抗诉、指令再审等

案件１７件，审结１７件，其中审结再审案件７件、再

审后改判１件。

审判管理　年内，案件平均审理天数２５．９３

天，综合结收案比１００．２３％，案件上诉率１０．１７％，

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０．１３％。

司法救助　年内，依法对家庭困难的当事人

减、免、缓诉讼费４．２５万元，依法对生活困难的执

行案件申请人发放司法救助资金４４件２１．１６

万元。

司法鉴定　年内，启用对外委托和鉴定期间网

络信息化管理模块，实现网上管理和查询。委托鉴

定案件规范操作程序，全部实行摇号随机选择，全

年受理委托鉴定案件８２２件，办结７２０件，书面办

结法医咨询案件１０１件，电话办理１９２件。

审判宣传调研信息　年内，被各级各类媒体采

用稿件３７４篇，其中，被《人民法院报》采用１９篇，

《中国审判》、《今日信息报》等媒体采用９３篇。编

报信息１９３期，被南通中院信息专门载体采用６８

篇，被省高院信息专门载体采用３２篇，信息工作在

南通法院系统名列第一。

司法警察　年内，市法院法警大队刑事押解出

警１４００人次，协助保全、执行出警４００余人次，处

理各种突发性事件３５起。在全省法院组织的大练

兵比赛中，１人获第三名。被省高级法院授予标兵

警队称号，南通市仅两支警队获此称号。

【“法官＋‘村官’”和谐共建】　３月，出台《关于强

化法官与大学生“村官”共建、促进基层和谐稳定的

实施意见》，通过６个人民法庭的２４名法官与４８

名大学生“村官”结对共建，把大学生“村官”培养为

法律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信息员、法庭工作联络

员、特邀人民调解员、公正司法监督员。７月，南通

中级人民法院在如皋港区法庭召开南通市人民法

庭建设现场推进会，推广如皋这一做法。

【市法院构建大联络工作格局】　年内，市法院在加

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的基础上，将市党代表

以及基层组织、重点企业负责人纳入联络范围，增

进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了解、支持和监督。全年

开展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活动５９次，

办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４件，均“满意”。出台《代

表委员关注案件管理办法》，并依法接受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促进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

陪审率９９．１４％，居南通法院第一。市法院构建大

联络工作格局的做法得到省高级法院院长公丕祥

批示肯定。

（商晶晶）

检检检　　　　　　　　　察察察

【概况】　市人民检察院有干警１０９人。其中，检察

员６０人，助理检察员１７人，书记员１３人，见习书

记员７人，司法警察９人；大专以上学历者１０８人，

占９９％；本科以上学历７１人，占６５％；硕士１７人，

占１５．６％。２０１１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

先进基层检察院，并蝉联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

范窗口称号，获省“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被南通

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驻看守所检察室被最

高人民检察院评为一级规范化检察室。最高人民

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对如皋执法办案工作经验作

肯定性批示。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年内，审查批准逮捕各

类犯罪嫌疑人３６２人，提起公诉８５９人，分别比上

年上升８．７％、１８．５％。依法批准逮捕６７人，提起

公诉６７人。严厉打击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贩卖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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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

疑人８５人、提起公诉２０９人。依法不批准逮捕７３

人，依法不起诉１２３人。

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　年内，以查办工

程建设领域犯罪和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等

为重点，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１６件２２人、渎

职侵权案件４件４人，查办科级干部４人，为国家挽回

经济损失近１０００万元。查职务犯罪案件、查社会管

理漏洞，向党委政府、主管部门、发案单位发出检察

建议的“双查三建”机制被南通市委政法委转发。１１

月，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工作经验获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批示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职务犯罪预防　年内，围绕供电、拆迁、工程建

设、教育、农村基层组织以及政府投资等热点行业

和领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调查报告

３５篇，向相关行业和领域预防职务犯罪提出对策

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市委政法委主要领导对多篇

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对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

个案和类案剖析，形成报告４３篇，市人大常委会、

市委政法委主要领导对其中７篇剖析报告作出批

示。向社保、教育、工商、乡镇等部门和行业发出检

察建议３６件，其中７件得到市委政法委、市人大常

委会主要领导批示。全年提供行贿犯罪查询

１１２３次。

控申举报　年内，受理各类控告举报１６９件。其

中，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类举报７０件，占受理数

４１．４％；信访６０件，占受理数３５．５％；申诉控告３９

件，占受理数２３．１％。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物质和

精神奖励。刑事申诉案件立案复查２０件，审查结案４

件。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案件７３件，其中一级风

险７件、二级风险１６件、三级风险５０件。全年救助特

困刑事被害人５３名、计１１．２万元。正常开展控申日

报专项工作，被上级检察院录用信息１６篇。

监所检察　年内，在押３４４人，收押８９７人，释

放７９９人，现有监外罪犯５４５人。年内，市检察监

管机关呈报减刑２３人，建议不予呈报减刑４人；呈

报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２人。与监管机关联

合清监２４次，找在押人员谈话教育３８２人次。

民事行政检察　年内，受理民事行事申诉案件

１１６件，立案审查９０件，提请抗诉６件，南通市法

院采纳并提出抗诉５件。向市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２件。督促、支持起诉３８件，息诉和解６６件。

检调对接　年内，依托大调解机制，在轻微刑

事犯罪案件、民事申诉息诉案件、民生诉求罢访案

件三方面，突出调解优先，受理轻微刑事案件２２５

件，调解成功１７０件，对１１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回

访１７０余次，回访率达１００％。送出“玉山寄语”５５

份。办理民事申诉息诉案件５９件，调解金额达

１９４０万元。审查公调对接案件９４件，审查诉调对

接案件１２件，发出监督调解书１２份。

检察调研宣传　年内，在《法学杂志》、《中国检

察官》、《法制与社会》、《当代学术论坛》、《高等教育

与学术研究》等国家级、省级期刊发表调研文章３２

篇，其中国家级２篇、省级３０篇。形成类案研究报

告２份、疑难案件研究报告１０份，入选《法治江苏

高层论坛论文集》论文２篇。在各类媒体发表宣传

文章３１５篇，其中国家级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５篇、省级媒体２３篇、市级媒体６８篇、检察系统媒

体２５篇、网络１９４篇。编发《情况反映》３６期、《检

察简报》２０期、《督查督办信息》８期。信息《１２项

群众工作机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转载，实现国家

级信息录用零突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视察如皋检察工

作】　１月２７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

明一行到如皋视察检察工作。曹建明对市检察院

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参与社会管

理创新等方面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省、南通市检

察院检察长，南通、如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陪同

视察。

【如皋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工作经验获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曹建明批示肯定】　１１月２３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如皋检察院经验总结材

料《如皋市检察院以细求实、以实促效，牢牢把握反

渎办案安全生命线》上作出批示：“江苏如皋市检察

院在加大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同时，高度重视、正

确把握办案和安全的关系，及时避免了各类安全事

故的发生，更好地保证了执法办案，其做法和经验

值得肯定。”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作出相应批示，要

求将曹建明的批示主要内容及如皋做法转发全省

检察机关，尤其是反贪、反渎及侦查指挥办，加以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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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推行“四全”门诊式点名接访新机制】

　年内，市检察院推行“四全”门诊式点名接访新机

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

水平，息诉化解成功率由上年的 ６３％ 上升

为９１．５％。

“四全”门诊式点名接访机制指：业务特点全公

开。让来访人可自行选择接访人员、接访时间和地

点，接访人接受来访人监督和评价。法律监督全方

位。建立“门诊式点名接访”名单，来访人员可以在

“门诊式点名接访”名单中选择适合需求的专家型

检察官。包案化解全过程。接访人全过程始终注

重执法规范、细节指引、风险预判，为来访人提供

“老娘舅”式贴心接待，尽量地将案件化解在首办环

节。检民联系全天候。在控申部门、专门接访区和

派驻检察室设立“检民一键通”，２４小时接待群众

来访和投诉。

（孟　阳）

公公公　　　　　　　　　安安安

【概况】　市公安局下辖派出所２４个、刑事侦查大

队责任区刑侦中队５支，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下设交

巡警中队１２支。现有民警１０２１名，其中具有硕士

研究生学历者５人、大学本科学历者６０５人、大学

专科学历者３６７人、中专及以下学历者４４人。全

市现有专职保安联防队员１０６８人。２０１１年，市公

安局年度综合考核列南通市县级公安机关和如皋

市级机关政府序列第二名；被公安部评定为民警体

育锻炼达标工作示范点，确定为情报信息、监管工

作联系点和装财工作观察点；被省公安厅表彰为警

体工作先进集体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度全省公安执法

优秀单位。市看守所连续２０年监所安全无事故、

立集体二等功。法制室被公安部表彰为组织推动

执法质量考评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公安系统连续

第十年被评为省文明行业，连续１４年被评为南通

市文明行业。全市公安系统受到公安部表彰先进

集体２个、先进个人４人，受省公安厅表彰先进集

体７个、先进个人１２人。

“１１０”接处警　年内，市“１１０”报警服务台接有

效报警８万余起，同比上升１３．８２％。其中，刑事

警情同比上升 ６３．２３％；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５５．１２％；交通事故同比上升２２．７６％；火警１５９３

起，同比上升１２８．２２％；灾害事故报警６１起，同比

上升 ６９．４４％；群 众 求 助 ４２３９ 起，同 比 上

升３６．７９％。

维护政治稳定　年内，完成全国“两会”等大型

活动期间的安全保卫任务，没有发生涉及如皋影响

稳定的重大事件。

经济文化保卫　年内，检查单位３１２８家（次），

发现并整改各类隐患１８４６处。重点文保单位新增

保卫力量１０２名，新投入防范资金２８００余万元，新

增技防设施１８６套。全市１３９所中小学（幼儿园）

配备校园保安４７３人，安装远红外报警器主机６５

台、探头４６０只、视频监控探头１５９６只，配备合格

保险箱９８只，更新灭火器１５２０只。全市建成校园

警务室１１９个，有７０所学校通过南通市最安全学

校验收，全市１３９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通过如皋

平安学校验收。全年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校园安

全主题教育活动２２０余场（次）。全市“六类目标”

（高校、加油站、银行自助设备和自助银行、电力营

业网点、金银珠宝营业场所、单位财会室）安防建设

达标率１００％，自助银行和银行自助机具、电力营

业网点达标率达１００％。

治安管理　年内，查处治安行政案件同比减少

３９．０６％，完成各类重大活动安全保卫１３３次。建

立公调对接站２４个、村居公调对接室３４８个，配备

专职调解员５３名、人民调解员７０６人，全年成功调

解民间纠纷２４２９６起，调解成功率９６％。调处各

类交通事故７１４３起，调结率９３．４％。全市安装公

共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１７２套。年审旅馆特种

行业许可证３０９份，对５１３名旅馆前台登记人员进

行法律法规培训并发放治安培训合格证。组织对

行业场所检查２１５１次，对存在治安安全隐患的

１１９个场所当场整改或限期整改。

科技强警　年内，研究制订《如皋市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技防建设规划》，建成智能卡口６５个，组建

图像研判队和监控维护队，市镇两级监控中心实行

２４小时值守，“３·２０”工程通过南通验收。

户籍管理　全市现有常住人口１４２．２６１９万

人。全年新增登记暂住人口２１２０２人，注销８９２９

人。登记房屋出租户１５６３户，清查“三无”（无合法

身份证明、无固定住所、无正当经济来源）人员６

人。开展门（楼）牌清理整顿工作，新制发各类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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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２块。在海阳路、中山路开展创建市容管理示

范路活动，补缺、更新临街门牌２７９块。

刑事侦查　年内，全市“八类”（杀人、纵火、投

毒、抢劫、强奸、绑架、爆炸、故意伤害）案件、诈骗、

抢夺案件同比分别下降２０％、１０．６％、７．９％，“八

类”案件破案率９４．４％。逮捕数、移送起诉数同比

分别上升１６．５％、１４．３％。保持连续２０年命案当

年全破。

出入境管理　年内，受理中国公民因私出国

（境）１０７３０人次，同比增加３．１９％，其中，赴港澳

４５９４人次，赴台９２８人次。办理临时入境的境外

人员２２５人次，同比增加４３．３１％，常住境外人员

１５８人。

法制工作　年内，移送起诉各类犯罪嫌疑人员

数同比上升１１．２％。审核行政案件同比下降

１３．５３％，涉案人员数同比减少６５．９％。复核劳动

教养案件同比下降４２．３９％，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同

比增加２６０％，办理诉讼案件同比增加７１．４３％。

全年累计办理行政许可项目２６１３件、便民服务项

目２９５２６件（次）。

网络监察　年内，接报各类涉网案件２９５起。

成功移诉公安部交办、省公安厅督办的“１０·８”网

络传播淫秽物品案件，侦破“Ｅ玛国际”特大网络传

销案件，处置网上事件１２２起。在全市安装网监审

计系统３１家，在线运行率达８３．８％。

巡防管控　年内，设立固定、临时巡防堵控点

７７个，设立查报站４个、治安岗亭３１个、机动应急

卡点１１６个。建立１８０人的专职巡防保安队伍，盘

查人员１７９６２４人次、车辆７３１２２辆次。

监所管理　年内，市看守所收押各类人员同比

减少９．０５％，刑事拘留同比减少９．３９％，劳教同比

减少 ４５．６８％。行 政 拘 留 所 收 拘 同 比 增 加

１８．５１％，其中，行政拘留同比增加２５．１６％，司法

拘留同比减少６．２７％。

水上警务　年内，检审各类船舶２６０条，审验

户口簿２６０本，换发临时船民证５５０张，重新采集

船舶信息９２条。登记并免费发放渔民船舶户口簿

３１本、渔民船民证７６份。全年累计处理船只碰撞

沉没、搁浅事故和人员溺水死亡重大警情２８起。

见义勇为基金　年内，如皋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基金总量由基金会注册时的５０２．１８万元上升到

５４６．７９万元。全年走访见义勇为人员２６人次，慰

问牺牲、伤残、有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３２

人，发放慰问金２５４００元，占年度总支出的９７％。

审核认定如皋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５人、如皋市见

义勇为联防保安队员１７人，并均被南通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认定为南通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和南通

市见义勇为联防保安队员，往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陈聪被评为南通市文明新风典型。

【评选“十佳”民警和“十佳”警嫂】　经民主推荐，市

公安局党委研究，全体民警投票选举，刘军、钱泽

兵、姚世龙、冒友建、胡建宏、马忠、夏春红、于成兵、

陈飞、孙夏华１０人被被授予２０１１年度如皋市“十

佳”民警荣誉称号。许金灿妻子宗卫巍、陈宽柏妻

子丁小娟、孙文钦妻子葛娟、徐守祥妻子张李琴、沈

建妻子鲍国红、何维平妻子张丽芳、何进妻子余萌、

任新林妻子徐晓慧、范存建妻子韩秀琴、薛峰妻子

吴美琴被授予２０１１年度（第十一届）“十佳”警嫂

称号。

（许　虎）

司司司　　　法法法　　　行行行　　　政政政

【概况】　市司法局内设办公室、政工科、法制宣传

科、基层工作科、公证律师科、法律援助科６个科

室。下辖司法所２０个、律师事务所９个（其中个人

所２个）、基层法律服务所２４个、公证处１个、法律

援助中心１个。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有干部职工

２６８人，其中机关干部职工３７人、司法所工作人员

５８人、律师６７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１０６人。

２０１１年，蝉联南通市司法行政系统考核第一名；被

评为省优秀司法局，被省司法厅记集体二等功，被

表彰为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法律援助

“１２３４８”服务品牌被评为“十一五”期间市级机关

“十佳”服务品牌之一，市法律援助中心被省司法厅

评为全省首批法律援助机构示范窗口之一。搬经

镇副镇长、司法所所长刘平林被司法部评选为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员。

法律服务　年内，深化“双促双助”（促转型、促

升级；助稳定、助发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被省司

法厅授予“双促双助”活动优秀组织奖。成立市同

业商会律师服务团，为全市２９个同业商会提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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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式”服务。全市６７名律师走访企业４２６５家

（次），为沿江开发和重点项目制订办法７５条，办理

涉企转型升级法律事务３１０６件。公证业务向船舶

工业、花木产业等主导产业拓展延伸，全年办证

６４２４件，其中涉企公证３９７１件。构建“半小时法

律援助服务圈”，在全市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

３４５个，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６７个。全年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１５３６件，接待来访１０２９２件。８月，组

织开展百名法律服务工作者集中服务日活动。９

月，召开律师工作暨勇当服务转型升级先行军动员

大会，举行“我转型、我升级、我服务、我承诺”诚信

宣誓活动。

人民调解　年内，市调处中心公开招录全额拨

款事业编制专职调解员６人，在市民中心落实办公

用房１２００平方米，整合维稳、法制部门资源，实行

合署办公，实施风险评估和听证对话，尝试推进对

专业调处机构考核管理。市镇村三级大调解平台

全年累计受理矛盾纠纷调处５６２５件，调解成功

５５９１件，调处成功率９９．４％，其中市调处中心直接

调处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７８起。围绕社会管理

创新的要求，创新发展如皋特色大调解体系，发挥

县级调处中心龙头作用，全面建立“六化互动”（科

学化源头防范、常态化排查研判、法治化协调化解、

实战化专业调处、精细化统筹管理、信息化高效运

作）机制，建立“一综多专”的调解格局。５月，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创新发展大调解体系现场推进

会，实地观摩市镇村三级和有关专业调解组织典型

７个。６月，部署开展全市大调解宣传月“十个一”

活动（发放一封公开信、组织一期专项排查、完善一

组标识标牌、播放一档访谈节目、编印一本《调解指

南》、组织一次街面服务、张挂一套宣传标语、征调

一批矛盾纠纷、编发一组《典型案例》、组织一次征

文活动）。实施“调解服务一键通”村居全覆盖工

程。８月底，全市２０个镇、３４５个村“调解服务一键

通”相关设施安装完毕，可为群众提供２４小时调解

服务。

法制宣传教育　年内，全市建成国家级民主法

治村（社区）１个、省级３４个、南通市级２０５个、如

皋市级１０６个，市级以上创建达标率为９８．３％。

实施法治文化建设“五个一”工程，着力推进“一镇

一品”法治文化阵地和差别化的法治文化品牌群建

设，全市有１３个镇、１１５个村（社区）建成法治文化

广场（园），建立法治文化示范学校２０所、法治企业

示范点１８个。４月，“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启动。

６月，开展“农民工学法活动周”法制宣传活动。７

月，市委常委会专题讨论研究“六五”普法规划。９

月，市委、市政府转发《市委宣传部、司法局关于在

全市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

划》。在全市评选产生首届普法形象大使１０人。

１０月，召开全市“五五”普法总结表彰暨“六五”普

法动员部署大会。１１月起，组织如皋市第五届“法

治创和谐”文艺调演。１２月，开展“１２·４”法制宣

传日活动，举办普法邮品回执单抽奖、“法律援助星

火计划”启动、企业员工学法知法守法签名等系列

活动。

１１月２１日，“法治创和谐”文艺调演走进林梓镇

　　社区矫正、帮教安置　年内，接受刑释解教人

员１９３人。全市有五年内刑释解教人员８７１人，在

册社区服刑人员５３３人。建立市特殊人群管理服

务中心，实施社区服刑人员集中公益劳动、集中入

矫宣告、集中法制教育，发放载明联系方式、教育事

项、违法违规成本公式、纪律要求的“一信三卡”

（“一信”指《致社区矫正人员的一封信》，“三卡”指

便利卡、奖惩卡、纪律卡）１１６份，引导新入矫社区

矫正人员自律自省。创新虚拟管控手段，开发“电

子围栏”系统，运用ＧＰＳ卫星定位对１４３名重点对

象越界活动实时报警和警示。６月，以社会服刑人

员和刑释解教人员为重点，建成市特殊人群管理服

务中心。在江安镇挂牌成立南通首家社区服刑人

员德育教育基地。７月，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镇

（区、园）专业社工队伍建设的意见》，推进社工队伍

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建设。８月，召开全市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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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管理服务工作现场会，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特殊人群管理教育服务新体系。１２月，顺帆家

庭用品有限公司被确定为省级刑释解教人员过渡

性安置基地。

队伍建设　年内，在全市司法系统内开展新时

期如皋司法行政精神大讨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和

学习型机关建设，每月组织读书日领学活动，组织

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和争创“群众

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等主题教育实践系列活动。

如城、经济开发区、石庄司法所被授予省优秀司法

所称号，搬经、江安、丁堰、郭园、雪岸等司法所完成

改建、扩建。建成千兆到镇、百兆到所的司法行政

内网，视频指挥系统实现市镇两级全覆盖，初步实

现公文网上流转、信息网上报送、绩效网上考评管

理。截至１２月底，官方微博“雉水寿司”吸引“粉

丝”近３０万人，被正义网与腾讯微博主办的首届政

法微博与社会管理创新峰会评为“十大”司法行政

机关网络影响力微博之一。４月，在中央电视台

《社会与法》栏目《“双百”活动———让法治文明走近

你我》专题节目中，市司法局副局长陈?与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应松年等法学家一起接受央视记者访

谈。７月，在南通市局信息化现场会上作信息化建

设经验介绍。９月，市司法局群众工作经验在全市

“三理工作法”现场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１１月，

市司法局在司法部创先争优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座谈会上作经验交流。

【“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　４月８日，市司法局联

合市邮政局在安定广场举行“爱心邮路———普法信

使”授旗暨“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启动仪式。南通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斌，省法制宣传教育协调

指导办公室副主任、司法厅副厅长姜金兵，南通市

司法局局长张武林等出席启动仪式。

“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是市司法局２０１１年社

会管理创新推进的重大举措，活动主题为“爱心与

普法同行”，以全国文明新风典型如皋“爱心邮路”

为载体，让邮路与普法融通，利用“爱心邮路”连着

乡村、连着基层群众尤其是普通农民这一特色，送

法进村组、进企业、进农户。年内，“普法邮路通万

家”工程下发邮品９期，发放法制宣传资料１２万余

份，收到回执５００余份。《人民日报》、新华社、《法

制日报》等主流媒体给予宣传报道，并在全省

推广。

【首届普法形象大使评选】　年内，为深入开展全市

“六五”普法工作，进一步提升普法公众参与度，市

委宣传部、市依治办、市法宣办、市司法局联合组织

开展如皋市首届普法形象大使评选活动。９月，在

层层推选、公众投票的基础上，评选结果揭晓，下原

初级中学丁佐林、市公安局李孝文、市文广传媒集

团刘嫦娟、南通市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杨敏、市人

大常委会张秀良、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周小波、

市交通运输局黄晓贵、市残联阎建国、市国土资源

局蓝崧、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魏国才１０人当选如皋

市首届普法形象大使。

【司机殷红彬获“法治的力量”法制人物奖及“最美

中国人”称号】　１２月，“法治的力量”———ＣＣＴＶ

年度法制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播出，

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分公司司机殷红彬获“法治

的力量”２０１１年度法制人物奖和２０１１年“１２·４”

年度法制人物证书以及“２０１１最美中国人”称号。

８月２６日，殷红彬在驾驶车辆途中发现一名

摔倒老人，主动停车搀扶救助。他助人为乐的行为

获得社会广泛赞誉。

（戴世燕）

社社社会会会管管管理理理综综综合合合治治治理理理

【概况】　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现有成员单

位５２个，各成员单位都明确综治联络员１人。市

综治委办公室有专职工作人员８人，市社会管理创

新办公室有工作人员６人，各镇（区、园）综治办有

专职工作人员２７人。２０１１年，如皋市被评为南通

市社会管理创新（长安建设）先进县（市），市公安局

等１１个部门、镇（区、园）被评为南通市社会管理创

新（长安建设）先进单位。市委、市政府表彰全市社

会管理创新（综治长安建设）先进集体１０个、先进

个人２０人、文明新市民１０人，市委办公室、市政府

办公室表彰全市社会管理创新（综治长安建设）先

进集体１０个、先进个人２０人。

维稳机制建设　年内，完善社会矛盾化解体

系，建立健全源头预防、利益诉求、矛盾纠纷大调解

·０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三项长效工作机制。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全年

实施风险评估１８２件，通过评估准予出台１８０件、

暂缓出台２件。完善听证对话、书记大接访等长效

机制，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回访等制度，全年

书记大接访接待来访２００起３９６人次，交办的１４３

起事项都及时办结。建成功能完备的市大调解中

心，规范完善镇村两级调解组织和阵地。建立健全

矛盾调解“六项工作机制”，全市各级调解组织受理

调处矛盾纠纷５６２５件，调解成功５５９１件，调解成

功率为９９．４％。

防控体系建设　年内，加强技防建设，市政府

制订下发《全市技防建设三年规划》，推进道路监控

网络工程、治安视频监控网络扩容升级工程，推进

技防监控向农村道路（通达工程）道口延伸，初步形

成以主城区为龙头、以重点道路卡口监控为骨干、

以各镇（区、园）治安监控为支撑的立体监控网络。

全年新安装视频监控摄像探头２１９２只。加强巡防

队伍建设，全市城区巡防实现街面、场所、社区等重

点部位全天候、全覆盖，农村巡防“一镇一中队、一

村一服务队”，全市专职巡防力量达１４００多人。发

动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全市所有村（社区）建立综治

长安服务队，总人数达２７００人。进一步加大虚拟

社会管控力度，规范全市互联网舆情引导工作机制

和规程，有效处置网上有害信息９５００余条。

外来人口服务管理　年内，全市登记在册的暂

住人口９．５万人。以四大主功能区为重点，大力推

行外来人口“三集中”（集中住宿、集中管理、集中服

务）服务管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安置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４２０８人在如皋各中小学就读。

城乡社区管理　年内，召开城乡社区服务管理

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创新工作模式，完善以社区

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基础、政法综治组织为中

坚、群团组织为补充的社区组织体系。７月２０日，

省长李学勇视察长江镇（如皋港区）工作时，充分肯

定如皋市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做法。

　　５月２７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全市城乡社区社会管理试

点工作督查考评培训会

　　基础建设　年内，投入社会管理创新重点项目

经费１８．７亿元，市财政直接用于政法维稳资金

２．１９亿元，市公安业务大楼、市调处中心等社会管

理创新重点工程建设投入３亿元。各镇（区、园）投

入１．６３亿元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按照标准化、

规范化的要求，加强基层政法综治工作中心的硬软

件建设。丁堰、郭园、磨头、雪岸、搬经、江安等镇完

成政法综治工作中心新建、改建和扩建，全市各村

（社区）均建立标准统一的综治警务室和调解室。

深入开展平安村（社区）、平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

企业、平安单位、平安交通等系列创建活动，市综治

委命名表彰平安村（社区）２８０个。

（崔锦华）

·１２２·政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