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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高炮连在全省防空实弹战术考核中获佳绩　Ｐ１７１

●检察建议书获评全国“十佳”检察建议　Ｐ１７５

人人人　　　民民民　　　武武武　　　装装装

【概况】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人民武装工作瞄准“一

流”目标，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市委书记、市人武

部党委第一书记陈惠娟被省军区党委表彰为党管

武装好书记，如皋市被省国防动员委员会表彰为国

防动员先进单位、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市人武部党

委机关在防空兵实弹战术射击考核、“三实”（实弹

射击、实弹投掷、实爆作业）训练考核、半年党委班

子考核、“通防－２０１２”指挥所演习考核中均取得优

秀成绩。市人武部党委被南通军分区党委表彰为

创先争优先进团级单位党委。党委书记、人武部政

委胡宏杰被南通军分区党委表彰为创优争先优秀

共产党员。市人武部后勤科被南通军分区评为后

勤工作先进单位。

战备工作　年内，市人武部结合民兵整组和防

汛救灾，修订完善《防台防汛抢险救灾方案》、《人武

部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应急预案》、《抗震救灾预

案》、《应对武装恐怖袭击预案》、《参加突发地质灾

害预案》、《灭火救灾预案》等，并就各有关战备方案

逐一进行应急演练。３月底，结合民兵整组检查和

人武部机关野营拉练，对东陈镇防火救灾分队和部

分镇民兵应急分队进行战备演练检查。２～９月，

按日常战备综合整治标准，进一步整治完善“三室

两库”（作战室、作战值班室、战备资料室和指挥器

材库、战备图库）建设，作战室配齐“八图三表”，建

成有线通信、指挥自动化、视频和监控、报警系统，

值班室配齐“四图五表”和指挥通信设施，战备资料

室收齐有关数据和资料，指挥器材库存按战备要求

配齐战备数据箱、野战作业器材箱、携行作业箱、战

备物资背囊、野战沙盘等。

军事训练　２月２０～２６日，市人武部在分区

组织专职武装干部集训基础上，组织全市专职武装

干部集训。３月，首长机关进行了野营拉练。３～４

月，进行以抢险救灾为主要内容的针对性训练。

４～６月，参加省军区组织的专业骨干集训。９月，

结合民兵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试点，长江镇抗洪抢险

分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和检查考核。市人武

部被评为省、南通市军事训练先进单位。民兵组织

整顿　１月１０日至４月２０日，市人武部进行民兵

组织整顿，将基干民兵组织分为步兵分队、应急分

队、专业技术分队、对口专业分队４大类进行调整

编组。新组建应急队伍、支援队伍、登记队伍，共

６４５０人，其中应急队伍１１７７人，支援队伍２５５４

人，登记队伍２７１９人。４～５月，为适应未来反突

袭作战需要，加强侦察、指挥、抗击、防护配套建设。

４月中旬，对合成化应急救援连和防空团汽车运输

分队进行重组。

民兵工作规范化建设　年内，市人武部根据

《关于加强民兵专业技术兵训练基地建设的意见》

（苏政办发〔２００４〕４４号），进一步规范“三区、四场、

五室”（教学区、训练区、生活区，共同课目训练场、

轻武器射击场、技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多媒体教

室、教员备课室、信息资料室、训练器材室、文体活

动室）建设，为民兵“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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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条件。

安全管理　年内，市人武部坚持每周一、三、五

点名交班会讲安全，每月集中分析、重点整顿安全

形势，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学习安全工作各类法

规常识和上级关于安全管理有关指示精神。加强

“人、车、枪、弹、财、物、密”控制，加强“水、电、汽、

化、火、油”检查。６～９月，组织暑期安全竞赛

活动。

征兵工作　９～１２月，市人武部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

【民兵高炮连在全省防空实弹战术考核中获佳绩】

　５月２０日，如皋民兵高炮连赴南京军区射阳靶

场，接受省军区考核组实弹射击和战术考核。在为

期５天的实弹战术考核中，高炮连从开进、占领阵

地、构筑工事、伪装、组织战斗，到撤出阵地，各个环

节紧张有序，并在实弹射击中连续两次直接命中拖

靶，获“命中拖靶奖”和“战术考核优胜单位”奖牌。

【人武部参与社会管理】　年内，市人武部累计投入

兵力８０００人次，参与各级创建活动。投入兵力

３０００人次，参加各级防汛抗洪、防暴维稳、护学护

岗。组建民兵义务爱心服务小分队２０余支，累计

助残、助老、助弱、助军属１８００人次，参与化解各类

社会矛盾１２００余起。民兵创业致富带头人安排群

众就业３０００人次，为社会各界捐款２８０余万元。

（葛剑南）

武武武　　　装装装　　　警警警　　　察察察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如皋市

中队围绕“抓经常，打基础，保安全，创先进”，紧贴

时代发展、使命任务和官兵实际，促进全面建设，连

续第三年被省武警总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

执勤训练　年内，市武警中队严格落实执勤规

章制度，完成市看守所外围武装警戒、武装押解和

如皋地区反恐、处突任务，执勤目标实现２１年安全

无事故。累计完成武装押解任务２１次，出动兵力

６３人次，行程７０００余公里。６月，参加支队应急小

分队比武，获总成绩第一和多个单项破纪录的好

成绩。

思想政治工作　年内，市武警中队以营造拴心

留人的良好氛围，狠抓党支部建设、文化建设等强

化思想政治工作。新购买图书４００多册，订阅杂志

３０多种，修建文化活动中心，开展警民共建活动。

行政管理　年内，市武警中队根据条令条例和

《基层正规化管理规定》，狠抓“人、车、枪弹、酒、内

外关系”治理，狠抓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教育管理

和士官队伍的教育管理，中队“四个秩序”正规，官

兵作风严谨，纪律严明，官兵关系密切。

后勤保障　年内，市武警中队依据《基层后勤

管理规定》，培养炊事员、卫生员、驾驶员、通信员、

军械员等后勤专业人才。争取经费，更新中队营产

营具，改善官兵生活条件。依据伙食管理５项制

度，抓好餐饮保障。

（陈晓善）

消消消　　　　　　　　　防防防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如皋市

消防大队下辖如皋市消防中队、如皋港区特种联合

消防队以及９个派出所专职队。现有保安消防队

２２支、兼职消防队１０５５个，其中年内新增镇派出

所专职消防队４支。消防大队分别被武警消防总

队、支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大队、基层建设先进

集体。

执勤岗位练兵和灭火救援　年内，市公安消防

大队累计处置火灾事故、抢险救援及救助群众

１１９９起，先后成功处置“３·２４”市恒康海绵厂火

灾、“５·１１”市华泰重工船坞火灾、“５·２２”市常青

大桥潜水员落水事故、“１１·２”江苏意瑞达纺织厂

火灾等灾害事故。２人代表支队参加总队基层指

挥员比武，分别取得“化学灾害指挥决策”第五名、

“供水技巧”第五名。

消防监督执法　年内，市消防大队先后开展学

校消防安全、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在建工程消防安

全和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圆满完成敏

感时期、重大节日期间消防安全保卫工作。开展

“除火患、保平安”冬春专项行动，发现并消防大批

消防安全隐患。

消防宣传　年内，市消防大队开展消防站对外

开放、消防“六进”、“１１９”消防宣传周等消防宣传活

·１７１·武装·政法



动，利用媒体、网络等广泛传播消防安全知识。接

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学校等４０多个单

位３５００余人次参观消防装备，观看消防演练，参加

消防演练。发展“红袖标”、“小红帽”、“编外消防

员”等消防宣传志愿者团体，深入企业、农村、社区、

学校、机关、家庭开展消防宣传２００余次，发放消防

宣传资料２万余份。

后勤保障　年内，市政府累计投入３８００万元

用于消防大队、中队营房建设，投入２５０万元添置

办公、生活设施。７月，市消防大队、中队全部搬至

新营房执勤办公。市消防大队投入１９０万元，购置

１２吨水罐泡沫车１辆和８吨水罐泡沫车１辆。１２

月，新增雪岸、林梓、常青、磨头派出所专职消防队

４支，并配备五十铃轻型水罐车４辆及相关器材

装备。

（王如海）

人人人　　　民民民　　　防防防　　　空空空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人防办按照南通市人防（民

防）建设目标责任书和如皋市委、市政府要求，精心

组织，扎实推进，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

人防工程建设　年内，全市人防工程新立项

１３个，新开工１２个，新竣工４个。全面完成已竣

工人防工程标识标牌安装工作。组织对立项工程、

在建工程现场踏勘检查４０余次。市人防办成立工

作组，对全市已竣工的３０多个人防工程进行全面

普查，针对全市已竣工工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向

市政府提交专题调查报告。制订《如皋市人民防空

工程建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并组织社会听证。

人防经费筹集　年内，市人防办坚持应收尽

收，全年共筹集人防建设经费１９９０万元，占南通市

民防局年度征收任务８００万元的２４８％，占市财政

局年度征收任务１４２２万元的１４０％。

指挥通信建设　年内，市人防办新安装警报器

１台，对全市在用的１５台警报器进行全面维护、保

养和调试。组织“八一”防空警报试鸣，人防音响覆

盖率达１００％。牵头组织市发改委、住建局、交通

局、公安局等１６家部门联合修订《如皋市城市人民

防空袭预案》，预案文本通过专家评审。人防地下

指挥所工程全面竣工，通过综合验收，投入试运行。

配合省、南通市民防局开展设备联网、调试３次。

落实战时人防指挥机构实名制，实名率达９０％以

上。１２月，进行消防、防化救援、医疗救护、抢险抢

修等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人防宣传教育　年内，市人防办落实花园、迎

新、城东、秀水、纪庄５个社区的人防（民防）进社区

扩面工作，建立社区人防（民防）工作站。继续组织

在校学生人防知识教育，全市共有３０所近１５０００

名初二年级学生接受人防知识教育。５月，结合

“５·１２”防灾减灾纪念日，与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外

国语学校在校学生防地震、防踩踏疏散演练，向学

生和市民赠送民防知识宣传手册２０００余份。与如

城宏坝社区联合组织迎五一“宏坝好家园”暨民防

精神家园建设广场文艺晚会。

人防行政执法　年内，市人防办对历年来人防

经费应缴缓缴、应缴欠缴和人防工程应建少建、应

建未建的相关单位进行认真梳理，共排出８家企

业，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拟发行政追缴决定７份，追

回欠款１７０多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１件，收回

强制执行款５０多万元。

（章开生）

审审审　　　　　　　　　判判判

【概况】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人民法院下辖直属行政

机构司法警察大队和经济开发区、白蒲、石庄、港

区、搬经、磨头派出基层人民法庭，共有干警１８９人

（审判员８８人，助理审判员８人，书记员６７人，法

警１９人，法医１人，工人３人，其他３人），其中：具

有本科学历者１６８人，占８８．８９％；具有硕士研究

生学位者３５人，占１８．５２％。全年新收案件１３６４８

件，结案１３６０３件，一线法官人均结案２２５．８５件。

被授予全省法院审判绩效先进集体、基层基础建设

示范点、诉讼服务中心示范等称号。推进基层调解

做法作为苏中地区唯一代表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

会议上作交流。经济开发区法庭副庭长顾雪红被

评为全国优秀法官。

刑事审判　年内，市法院累计受理各类刑事案

件８２８件，同比上升３２．４８％。审结８３１件，其中

交通肇事等危害公共安全罪１３２件１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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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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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５１件７７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罪９１件１１３人，抢劫、盗窃、诈骗

等侵犯财产罪２６１件３９２人，非法行医、非法持有

毒品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６７件１３６人，贪污、受

贿等贪污贿赂罪２０件２１人，玩忽职守等渎职罪３

件３人。累计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１２件。累计

判处被告人１０９０人，其中被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３３人，被判处５年以上不满１０年有期徒刑的

７９人，被判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３１７人，缓刑

４５０人，拘役２０４人，并处罚金６１６人，剥夺政治权

利１４人，没收财产２０人。

民商事审判　年内，市法院累计新受各类民商

事案件 ９３３３ 件，审结 ９２８９ 件，案件调撤率

７１．４８％。强化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案件８１４３件，占审理案件的８１．６４％。坚持

巡回审判、便民调解、到村开庭，共设巡回审判点

３０个，巡回审理和调解各类民事案件４０５４件，受

教育７．６万人次。设立２０个镇区诉调对接工作站

和４０个村居法官工作点，邀请工会、共青团、妇女

干部参与法院调解队伍，成立老法官“夕阳红”调解

队，诉前调解纠纷２９６２件，诉调对接解决纠纷

２５９４件，司法确认案件５６件。组织培训人民调解

员２４０人次。在处理涉及长江镇药用植物园项目

建设的２０．２１公顷土地租赁合同案件中，组织干警

反复登门做工作，执行中出动干警１００多名和干部

群众２００多名，搬运物资６５卡车，通过民事强制执

行依法收回违法占用的租赁土地。

行政审判　年内，市法院累计审理各类行政案

件１２１件，同比上升６４．３８％。注重司法与行政的

良性互动，促进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为行政机关

培训执法人员２８０多人次。依法支持和服务城市

建设，探索建立搬调对接机制，加大法制、政策宣传

和诉前协调化解力度，成功协调搬迁纠纷１１起。

行政庭被表彰为全省法院涉诉矛盾化解先进集体。

执行工作　年内，市法院累计新受执行案件

２７７０件，执结２７２５件，执结标的１．８亿元。召开

金融联席会议５次，执行干警到人民法庭集中驻庭

办案４次，组织凌晨出击４０余次，集中执行２０余

次，依法拘留被执行人１２１人。推行“三联动、三集

中、三下沉”执行机制，努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

立案工作　年内，市法院在立案大厅和人民法

庭对所有案件立案实行“一站式”服务，累计审查、

立转各类案件１３６４９件，其中６个人民法庭立案

７９８３件。累计办理诉前保全２６件、公示催告３３

件，结案率１００％。印发涉诉群众民意调查和诉讼

风险提示５６６６份，提供咨询２０７１人次，委托调解

案件５２件。在抓好日常信访工作的同时，积极参

与“书记大接访”活动，严格依法落实交办事项。对

重点涉诉信访案件，坚持领导包案、任务到庭、分工

到人，涉诉矛盾纠纷化解指标居南通市基层法院

前列。

审判监督　年内，市法院受理申诉、抗诉、指令

再审等案件７件，审结７件。其中审结申请再审案

件３件、抗诉４件。

审判管理　年内，全市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３６．１２天，综合结收案比９９．６５％，案件服判息诉率

９５．４２％，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０．２５％。深入开展

“两评查”（庭审评查，裁判文书评查）活动，并对

２０１１年发生的１７起发改案件进行专项评查。全

年编写审判管理工作通报２２期、质效数据通报１２

期，促进审判执行工作的有序开展。

司法救助　年内，市法院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帮扶力度，帮助农民工追讨工资２００余万元。注

重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追索扶助、抚

养、赡养费３４．５万元。为经济困难群众缓、减、免

诉讼费，司法救助涉诉群众３０多万元。民一庭被

授予全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示范岗。

司法鉴定　年内，市法院对外委托和鉴定期间

实行网络信息化管理，实现网上管理和查询“一站

式”服务。委托鉴定案件全部实行摇号随机选择，

规范操作程序。全年累计受理委托鉴定案件１０５５

件，办结９４９件，书面办结法医咨询案件２５８件。

审判宣传调研信息　年内，市法院被各级各类

媒体采用稿件４７３篇，其中被国家级媒体采用５６

篇，被《人民法院报》采用２３篇。累计编报信息

１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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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篇。

司法警察　年内，市法院法警大队坚持“素质

强警、规范强警、装备强警、职能强警”的总体思路。

累计派出警力１６００人次，处置突发事件３２起，协

助民商庭、执行局保全、执行，出警４００余人次，执

行案件５００多件。法警刘林在全省法院司法警察

安检技能竞赛中获Ｘ光机图像识别科目个人一等

奖，理论科目、箱包检查科目二等奖，受到省高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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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彰。

【法院档案数字化建设】　４月，市法院对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所有诉讼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至１０月完

成。累 计 扫 描 诉 讼 档 案 ５９２５６ 卷 ７３８４１ 册

２３２０５４６页。

【庭审评查和裁判文书评查活动】　年内，市法院以

深入开展庭审评查和裁判文书评查活动作为全员

岗位大培训的重要载体，累计评查庭审６０次，评查

司法文书１２５８０件，以评查促培训，以评查促提高，

以司法能力提升促进审判质量提升。

【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庭所共建”活动】　年内，

市法院与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对接，开展人民

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庭所共建”活动，建立健全

纠纷联合排查调处、重大信息互通、辖区稳定共同

治理等机制，加强与辖区乡镇、村居、企业、学校等

单位对接。各人民法庭在派出所、司法所分设巡回

审判点和法官工作室，加强基层矛盾纠纷的联动排

查和化解。在交警中队设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速裁点，法庭提前介入、协助调解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

（商晶晶）

检检检　　　　　　　　　察察察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检察院有干警１１１人（检察员

５９人，助理检察员２２人，书记员１３人，见习书记

员５人，司法警察９人，工人２人），其中：大专以上

学历者１１０人，占９９．１％；本科学历者７２人，占

６４．９％；硕士学历者１９人，占１７．１％。被最高人

民检察院评为２０１２年度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被省委政法委评为省首批公正司法示范点，再次蝉

联南通市文明单位称号，被市委表彰为“五好”先进

基层党组织。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年内，市检察院累计审

查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２６９人，提起公诉

１０４６人，提起公诉同比上升２１．８％。严厉打击故

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依法审查批准

逮捕３３人，提起公诉３９人。严厉打击盗窃、抢夺、

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依法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

１６２人，提起公诉３３２人。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司法政策，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依法不批

准逮捕５９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依法决定不起诉

１０８人。

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　年内，市检察院

认真贯彻落实反腐败各项工作要求，以开展查办工

程建设领域、涉农惠民领域和民生民利领域渎职侵

权犯罪为抓手，深挖细查，以案带案，依法查处党委

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阻碍改革发展、破坏

社会管理的职务犯罪，累计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

１８件２０人、其中贪污案２件４人、受贿案１４件１４

人、行贿案１件１人、挪用公款案１件１人，大案率

达１００％，查处科级干部８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

回经济损失近５００万元。严肃查办发生在工程建

设领域贪污贿赂案件８件８人、征地搬迁领域案件

４件６人、环境保护领域案件３件３人，实现办案

力度、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和安全的统一。着力

查处“不入腰包”的渎职腐败，全年共立案侦查民生

民利领域渎职侵权案件４件６人，其中通过介入销

售“病死猪肉”案件调查，查办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

犯罪２件２人，此项做法被省检察院领导批示肯

定，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发。１件渎职案件被省

检察院评为“十大精品案件”。市反渎职侵权局被

评为江苏省检察机关优秀反渎职侵权局。

职务犯罪预防　年内，市检察院牵头召开由

６５家成员单位参加的全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

委员会成员会议，推动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

线。落实“一案一建议”、“一案一剖析”等制度，召

开案例剖析会４次，向发案单位、有关主管部门提

出预防检察建议１５件，推动相关单位完善预防措

施１０项。结合执法办案，选择职务犯罪易发的重

点行业和领域开展预防调查８次，形成调查报告６

份。其中针对搬迁领域职务犯罪情况撰写的预防

调查报告得到南通市委政法委主要领导肯定。深

入机关、企业、村居开展预防警示教育２０场次、预

防咨询９次，受教育人数２０００余人。出台《服务非

公有制经济的意见》，设立企业维权工作联系点，为

企业提供“菜单式”、“套餐式”法律服务１４次。深

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行贿犯罪查询

１５０７批次。与市纪委、市监察局联合推行行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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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黑名单”制度，并以政府投资工程专项预防为切

入点，开展专项预防，相关做法被《检察日报》头版

报道。

控申举报　年内，市检察院开展“抓源头、化积

案、保稳定”专项活动，推行“门诊式”点名接访、预

约接访、检察长带案下访、定期巡访和跟踪回访的

“五访”互动信访机制，深入基层帮助群众解决民生

问题１１个，协助基层组织化解各类矛盾２８起。累

计接待来访群众２３６人次，依法受理控告类信访

６３件、申诉类信访１９件、举报类信访４０件，对举

报有功人员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

监所检察　年内，市检察院开展刑罚执行专项

检查活动，针对发现的问题，牵头与市公安局、市法

院制订进一步规范收押和交付执行工作的１５条意

见，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管、脱押。建立监管

场所重大突发事件预警机制，避免监管场所一起双

肺继发型肺结核急性传染病的重大疫情事故。加

强社区矫正监督，构建公、检、法、司信息联动和风

险预警机制，督促收监执行监外执行罪犯９名。

民事行政检察　年内，市检察院通过开展进农

村、进企业、进社区和回访当事人的“三进一访”宣

传服务系列活动，畅通申诉渠道，依法向上级检察

院建议提请抗诉６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８件。成

功办理全省首例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进行的虚假诉

讼监督案件，虚构２０８万元债务的７名涉案当事人

均被法院判处实刑，相关做法在全省推广。民事行

政检察科被南通市委政法委命名为南通市首批公

正司法示范点。

“检调对接”　年内，市检察院继续贯彻“调解

也是执法”的执法理念，以实现群众合法诉求、修复

受损社会关系为宗旨，依托在全省检察系统形成影

响的“玉山工作室”，运用“玉山工作四法”、“五心五

字诀”等专业调解方法，对轻微刑事犯罪、因邻里家

庭纠纷引发的犯罪、“民转刑”犯罪和交通肇事等过

失犯罪进行检调对接，在刑事检察环节化解矛盾

１２９起，在民事检察环节息诉１６起。

调研、宣传、信息　年内，市检察院先后在《法

制与社会》、《当代学术论坛》、《高等教育与学术研

究》等省级期刊上发表调研文章５９篇，其中被知名

期刊录用１篇，形成类案研究报告２份、疑难案件

研究报告１２份。累计在各类媒体上发表宣传文章

３１４篇，其中国家级媒体５篇、省级媒体１８篇，南

通市级媒体７６篇、检察机关媒体３０篇、正义网

１６６篇，省院外网１６篇。累计编发各类检察信息

７３篇，情况反映４９期，检察简报１６期，督查督办

信息８期，上报党委、政府专报１７篇。上报信息

中，被省院主要领导批示５篇，被南通市政法委主

要领导批示３篇，被南通市检察院主要领导批示２

篇。１篇信息被评为全省优秀检察信息一等奖、南

通市优秀检察信息特别奖，１篇信息被评为南通市

优秀检察信息一等奖。

【全省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

作汇报会在如皋召开】　４月１２日，江苏省重点青

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汇报会在

市检察院召开。省综治委预防领导小组、团省委领

导陶莉、曹霞听取市检察院关于重点青少年群体服

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的汇报，南通团市委、

如皋团市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综治办和部分

镇、社区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汇报相关工作情况。

陶莉、曹霞一行参观检察院院史陈列室、阳光检务

便民工作区、院内园林，并观看《守护青春》专题片，

对市检察院青少年维权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检察院上报的检察信息获南通市大奖】　６月１

日，在南通市检察机关信息笔会上，市检察院被最

高人民检院检察长曹建明批示的《以细求实、以实

促效牢牢把握反渎办案安全生命线》信息，被南通

市检察院评为特等奖；被最高人民检院《检察工作

简报》录用的《建立完善１２项群众工作机制，积极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信息，被评为一等奖。

【中国检察官文联主席张耕考察市检察院】　６月

１６日，中国检察官文联主席张耕一行考察市检察

院，南通市检察院检察长赵志凯、副检察长唐旭东

等陪同考察。

张耕一行考察市检察院检察文化区，对市检察

院近年来获得的荣誉和创新创优工作成果表示祝

贺。考察群众工作区，对市检察院的检调对接工作

表示肯定，并对“玉山工作室”和“玉山工作四法”提

出要求。

【检察建议书获评全国“十佳”检察建议】　１１月，

市检察院通过办理“地沟油”、“病死猪”等系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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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出的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的建议，经层层筛选、省院推荐、由专家学者

和全国检察业务专家等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定，获

高检院评选的全国“十佳”检察建议书。省院检察

长徐安批示：“祝贺侦监部门的检察建议书在全国

评选中获得好评，望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侦监部

门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努力做出更大贡

献。”副检察长邵建东批示：“我省报送的侦查监督

检察建议书，有一份获全国十佳，一份获全国优秀，

成绩值得肯定。”

【省行装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　１２月２０～２２日，

江苏省省行装工作会议在如皋市检察院召开。省

院副检察长王方林、处长毛叶林及全省各地级市检

察院分管副检察长、行装处长及部分县（区）检察院

代表出席会议。会上，省检察院王方林副检察长作

专题发言，如皋市检察院等６家单位分别就行装工

作作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实地参观如皋市城市规

划设计馆，如皋市检察院群众工作区、院史陈列室、

院内园林及熔盛重工等。

（朱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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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所辖交

巡警中队１２个、农村交巡警中队９个。全市公安

系统现有民警１０２８名，其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者５名、大学本科学历者６３４名、大学专科学历者

３４５名、中专及以下学历者４４名。全市现有专职

保安联防队员１０６８名。２０１２年，全市公众安全感

满意度达９９．７２％，居南通第一、全省前列。市公

安局年度综合考评分列政府序列南通市公安系统

第三名、如皋市政府序列第二名，作风和效能建设

评议列如皋市政府序列第二名，获全国优秀公安局

称号，被命名为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和全省

依法行政示范点。市看守所监所工作连续２１年安

全无事故，法制、治安大队及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受

到公安部表彰，“大情报”工作跻身全国县级公安机

关“十佳”行列。

“１１０”接处警　年内，“１１０”报警服务台累计接

到有效报警８３４４３起，同比上升４．３％，其中：刑事

警情同比上升５２．６％、治安警情同比下降２８．２％、

交通事故同比上升１４．４％、火警同比下降１３．６％、

灾害事故同比下降７５．４％；群众求助２９１２起，同

比下降３１．３％。市公安局累计出动警力２５０３２０

人次、车船７９９６１辆（艘）次处警。

维护政治稳定　年内，市公安局完成党的十八

大和全国、省、南通市各级“两会”安保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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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累计检查单位

３１２８家（次），发现整改各类治安隐患１８４６条，依

法对存在治安隐患的１０８０家单位予以警告处罚，

督促各相关单位新增保卫力量１３９名、新投入防范

资金２８００余万元、新增技防设施１８６套。全市

１３８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通过如皋市平安学校验

收，２６所学校通过省级平安学校验收，８０所学校通

过南通市最安全学校验收。加油气站安防投入

１３０万元，２８家加油气站监控安装率１００％。

治安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查处治安行政案件

同比上升４．２２％。累计收缴赌博游戏机６１１台，

销毁非法爆竹２１９３４只、鞭４７０３条。侦破食品、药

品、农资安全案件１１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４９名，查

获假冒高档酒注册标识２０余万个。累计受理各类

矛盾纠纷２８６７２起，调处成功率９８％。圆满完成

如皋市“一会两节”、２０１２如皋经济技术（科技·人

才）洽谈会等重大活动安全保卫１１７次。对２３６４

名保安员进行培训和考试，考试通过率９１．５８％。

科技强警　年内，市公安局投入６００余万元，

用于道路监控“３·２０”工程和现代技防镇建设，规

划建设点位７３个，选定主要路口１０６个和高速公

路出入口６个，安装高清摄像机和卡口抓拍系统，

并对原有４个查报站进行改造升级，通过“３·２０”

工程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６０８名，破案１４８０起。

户籍管理　全市现有常住人口１４２．４９５３万

人，登记暂住人口１１．３８５２万人。年内，市公安局

换发纸质居住证７４７４７人，为５６４名无户口人员在

实际居住地落户。全市新增出生入户７０８０人，死

亡１３２６４人。２４个派出所全部建立“呼救通”老年

人援助中心，免费为辖区空巢、孤寡、独居老人提供

紧急救助服务，有效降低老年人发生意外的风险。

刑事侦查　年内，全市刑事发案平稳，“八类”、

杀人、抢夺案件同比分别下降８．１％、５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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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和入室盗窃案件同比分别下降１．９％、２．４％，

盗窃摩托车、电动车和车内财物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４１．８％、１６．１％、８．９％。抓获刑事作案成员、逮捕、

移诉人数同比分别上升４６．０２％、７２．４％、２５．３％。

查处涉赌、涉娼人数同比分别上升１９．１２％、

４．２６％。“八类”案件破案率９７．１％，连续２１年

２２５起命案当年全破。侦破公安部督办“四黑、四

害”案件５起、经济犯罪“破案会战”案件３起，侦破

的“６·２９”网络传销案案值达８亿余元。

出入境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受理中国公民因

私出国（境）１５６９４人次，同比增加４６．２６％。办理

临时入境境外人员２１２人次，同比减少５．７８％。

法制工作　年内，全市审核刑事案件同比减少

５３．３３％，移送起诉各类犯罪嫌疑人同比增加

２１．６８％。审核行政案件同比减少１６．９８％，涉案

人员同比减少２３．５５％。复核劳动教养案件同比

减少８７．７６％。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同比增加

１８０％，办理诉讼案件同比增加４０．００％。办理行

政许可项目１４７１件、便民服务项目２７８８３件，同比

分别减少７７．６３％、５．８９％。

网络监察　年内，全市接报各类涉网案件同比

减少４１．１５％，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比减少

４３．５０％，抓 获 网 上 逃 犯 ６２ 人，同 比 增 加

１６９．５７％。累计处置涉警、涉稳事件６２起。安装

审计系统５５家，在线运行率达９０％以上。

巡防管控　年内，市公安局每天投入名民警

３４０余名、辅警队员６００余名，巡逻警车５０余辆和

警用摩托车１２０余辆开展社会面巡防。开展巡防

专项行动１８次，组织区域性闭合清查行动１１次，

启动一级巡防６次、二级巡防１４次，组织巡防专项

督查４７次。通过社会面巡防和守卡执勤共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６４６名，其中“三逃”人员３２名，

行政拘留３５１名。

监所管理　年内，市看守所收押各类人员同比

增加３．２０％，刑事拘留同比减少３０．０９％，劳教同

比增加１８．１８％。行政拘留所收拘同比增加

４．２７％，其中行政拘留同比增加１５．５５％、司法拘

留同比减少９７．５２％。

水上警务　年内，市公安局办理申领和检审船

舶３５２条、船舶户口簿３５２本，申领和换发船民证

７８８份，注销船民证３份。水上接处警２０３次。治

安行政案件立案９７起，破获９４起。刑事案件立案

５６起，破获５４起，抓获各类违法人员２２６人。水

上追逃抓获９人。参与打捞救助类警情２８起。

【“十佳”民警和“十佳”警嫂】　年内，市公安局授予

蒋勇、戴小梅、郭建、陈宏妹、朱建高、练达飞、夏俊、

宗建华、孙志宇、曹祥２０１２年度“十佳”民警荣誉称

号。授予迎春派出所民警陈杰妻子陈蓉、如皋港中

心派出所民警周建生妻子何晓莉、吴窑派出所民警

蔡文生妻子沈荣华、治安大队民警章盨妻子姚艳、

刑侦大队民警夏茂圣妻子史萍、如皋港刑侦中队民

警卢宇妻子王莹莹、城东交巡警中队民警李进妻子

冒莉、交巡警大队事故科民警吴德云妻子蔡萍、督

察大队民警汤敏建妻子陈建兰、经侦大队民警谭永

忠妻子张志美２０１２年度“十佳”警嫂荣誉称号。

（许　虎）

司司司　　　法法法　　　行行行　　　政政政

【概况】　市司法局现有直属机构市公证处，下辖司

法所２０个、律师事务所１１个（其中个人所３个）、

基层法律服务所２４个。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有干部

职工２７１人，其中机关干部职工３７人、司法所工作

人员５８人、律师７４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１０２

人。２０１２年，被评为省优秀司法局、全省“双促双

助”法律服务活动先进集体、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创

先争优活动先进集体、全省司法行政宣传工作先进

集体，连续第四年被评为南通司法行政系统排头

兵。局党总支被表彰为南通市创先争优活动先进

集体、如皋市级机关“五好”先进基层党组织。市法

律援助中心被授予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被授予江苏省规范化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称号。

法律服务　年内，市司法行政系统累计办理各

类公证６９６８件，同比上升１２．２６％。办理法律援

助１７０１件，来访咨询１６５４９人次，为受援人避免和

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２６万余元。４月，启动以“弯道护

航助企业升级、清源疏航促村居和谐”为主题的法

律服务“双航”行动。５月，启动“法律援助镇村行”

活动。６月，在如城１６个社区开展律师服务进社

区活动。８月，市公证处为第四届全国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熔盛杯”焊工决赛提供全程现场公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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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爱伴法援”品牌入选全市十大特色爱心品

牌。启动法律援助“导航讲坛”，为看守所在押人员

提供刑事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　年内，市司法局实施“矛盾纠纷网

格化排查１０法”，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在全市推

广专职调解员选任制、陪调制、末位淘汰制。市镇

村三级调解组织累计排查、受理矛盾纠纷５９８８起，

调解成功各类矛盾纠纷５９１６件，调处成功率

９８．８％。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综合考评连

续四年列南通市第一。７月，组织开展“大调解宣

传月”活动。８月，南通市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１１月，与市法院联合召开

“庭所共建”现场会。

法制宣传教育　年内，全市现有国家级民主法

治村（社区）１个、省级５５个、南通市级２４５个、如

皋市级４７个，市级以上创建达标率１００％。６月，

举办以“学法明权利，懂法尽义务”为主题的“农民

工学法活动周”活动。南通市法治文化建设现场推

进会在如皋召开。７月，召开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深化“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拓展“普法盐

路家家通”，下发普法邮品２４万余份。９月，安定

法治文化广场被省委宣传部、省依治小组办公室、

省司法厅、省文化厅、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省新闻出

版局命名为全省首批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举办

“江海普法名嘴”选拔赛。１０月，在白蒲镇沈桥村

启动首届乡村法治文化艺术节。第六届“‘法治创

和谐’文艺演出乡村行”活动走进林梓、雪岸、袁桥、

如城等镇。１１月，评选产生１０位全市第二届普法

形象大使。１２月４日，全市各镇、各部门开展

“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法制宣传活动。

基层基础建设　４月，南通市司法行政基层基

础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９月，市委办、市

政府办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工

作的意见》（皋办〔２０１２〕７８号）。全省司法行政基

层建设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年内，全市累计接受刑

释解教人员２５２名。全市现有５年内刑释解教人

员１１２１人，在册社区服刑人员６７５人。３月，市司

法局在江安镇召开全市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工作

现场推进会。５月，市编办批准市司法局设立社区

矫正工作科（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皋编〔２０１２〕５２

号）。全市建立安置帮教服务管理基地２１个，建立

启航之家ＡＲＣ快捷安置通道，搭建刑释解教人员

就业扶助、社会保障联动平台。６月，全省刑释解

教人员释前就业培训推介和安置帮教一体化工作

在如皋举行启动仪式。开发“刑罚执行矫务通”信

息化监管平台。１０月，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局专题

到如皋调研“刑罚执行矫务通”，拟在全省推广。１２

月，市司法局举行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罪

犯刑罚执行交接仪式，将被剥夺政治权利人员交由

公安机关执行。

队伍建设　３月，召开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法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６月，启动

“四评、四创、一争”（自评、互评、社会评、领导评，创

新型、学习型、服务型、勤廉型，争先）活动，其做法、

经验被省司法厅以简报形式在全省推广。建立党

建工作“六化”（制度化运行、项目化管理、多元化推

进、整体化运作、绩效化考核、社会化监督）机制，实

现党建工作在机关、基层和法律服务单位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其经验被省司法厅内刊录

用推广，并被如皋市委组织部评为全市组织工作优

秀创新创优成果奖。卢延林被表彰为全国人民调

解能手，赵庆华被表彰为江苏省人民调解能手，刘

志华同志获评南通司法行政１０大服务之星。

【全省司法行政基层建设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　９

月２５日，全省司法行政基层建设工作会议在如皋

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傅自应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司

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缪蒂生作工作部署，省司法厅

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归口管理单位负责人，各地级

市司法局局长、各县市区司法局局长参加会议。与

会人员现场观摩丁堰、搬经、郭园司法所及市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缪蒂生对如皋打造一线

实战单位的做法作出批示，要求在全省推广。

【“爱伴法援”入选全市首届十大爱心品牌】　１２

月，市司法局创建的“爱伴法援”品牌入选全市首届

十大爱心品牌。

年内，市司法局将爱心品牌创建活动与法律援

助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法律援助中心全体人员

确立“心怀仁爱，以人为本，担当责任，守护公平”理

念，推出“爱心基金”、“爱心包裹”、“爱心之火”、“爱

老行动”、“爱心之路”等特色爱心服务活动，打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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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伴法援”爱心品牌。

（马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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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个，下设专门工作领导小组１０个和专项工

作组２４个，各成员单位都明确综治联络员１名。

市综治委办公室现有专职工作人员６人，各镇

（区）综治办现有专职工作人员总计２６名。２０１２

年，如皋市被评为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 （长安法

制建设）先进 （县）市，市公安局等９个部门被

评为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 （长安法治建设）先进

单位，丁堰镇等５个镇 （区）被评为南通市社会

管理创新 （长安法治建设）先进乡镇 （街道）。市

委、市政府表彰全市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红旗单位

８个、先进个人１０名。

维稳工作体系建设　年内，市综治办圆满完成

重大活动和敏感时期安保工作，没有发生一起重大

有影响的不稳定事件。全面加强不稳定因素排查

和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创新实施“网格化排查十

法”，建立“乡镇有网、村居有格、人尽其责”的网格

化排查机制。创新专职调解员选任机制，探索推进

调解员群众直选制度、重大矛盾纠纷陪调团制度、

建立企邻矛盾纠纷调解协会等，累计受理调处各类

矛盾纠纷４．２万余件，调处成功率９８．８％。全力

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累计办理８８件，其中中央

政法委交办２１件全部办结。积极实施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工作，在涉及征地搬迁、涉农利益、城乡建设

等重点领域共评估１８５件。

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年内，市公安系统累

计破获刑事案件２２１９起，抓获刑事作案成员２１６９

人，八类案件破案率达９９．３２％，保持２１年２２５起

命案当年全破。在江苏省２０１２年度公众安全感调

查测评中，如皋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达到９６．５％，列

南通第一，居全省前列。建成治安智能防控指挥系

统平台，推进技防监控全闭合工程建设。切实抓好

人防工作，通过巡逻防范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６４６

人。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的排

查整治，共排查治安重点地区２个、突出治安问题

２９个，排查各类事故隐患６６００个，整改６５４５个，

整改率达９９．１％。强化网络虚拟社会管控，探索

建立由被动防范向主动引导转变的网络舆情引导

机制，累计引导处置网络舆情６００多起。

重点群体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年内，市综治办

积极推进外来人口居住证发放工作，累计发放纸质

居住证７９９９１份。继续推进“三集中”服务管理模

式，在经济开发区（柴湾镇）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内

建立“一站式”服务大厅，在郭园镇建华管桩公司建

立功能齐全、服务到位、方便快捷的外来人口集宿

区。创新推行房东协会管理模式、房屋中介ＱＱ群

等管理新路子，做到第一时间掌握外来人员信息，

实现高效服务、严密管理。共开设外来人口“道德

讲堂”１１次、讲课３６堂，受教育人数达６２３６人。

开发建设“刑罚执行矫务通”信息化监管平台，创新

建立启航之家ＡＲＣ快捷安置通道，建立安置帮教

服务管理基地２１个。全市在册社区服刑人员６１７

名，安置帮教人员１１２１人，均得到有效管控。创新

重点群体服务举措，形成“留守儿童‘３３４３３’教育模

式”，在林梓镇成立全国首个留守儿童“成长足迹

馆”。创新建立覆盖全市“呼救通”老年援助中心系

统，免费为空巢、孤寡、独居等老人提供即时紧急救

助服务。大力实施司法救助工程，累计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１６９９件，使用司法救助专项资金１５０万元，

救助群众１１００余人。

基层基础体系建设　年内，市综治办按照标准

化、规范化、便民化要求，新建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

（社会管理服务中心）４个。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

见》，镇村两级社会管理专职人员的经费发放到位。

坚持推动平安社区、平安交通、平安旅游、平安医

院、平安企业、平安单位、平安网吧等系列创建活

动，命名平安村（社区）２９７个，７个社区被命名为南

通市安全社区，１５个社区申报南通市级安全社区

通过验收，１４所学校通过省级平安学校验收，８０所

学校通过南通市最安全学校验收。

（蔡月琴）

·９７１·武装·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