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是福。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平安更多的是一
種安全感。2011 年，吉林省刑事案件發案率同比下降
8.7%。全省群眾安全感指數達到91.54%，同比提高0.66
個百分點。

打黑除惡、命案攻堅、推進 「大調解」體系建設
、 「清網行動」追逃戰役、完善治安防控體系……一
項項 「平安吉林」建設的具體行動環環相扣，落到實
處，讓群眾看得見，感受得到。

如今，安居樂業已深深植入人們的心田，顯現在
2700萬吉林人的笑臉上。

「大調解」 ：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
去年以來，吉林省公安以調解方式處理治安案件

佔案件總數的 57.7%，同比上升 9.8 個百分點，由矛盾
糾紛引發的命案同比下降14.5%， 「民轉刑」惡性案件
大幅下降。

「當前的大量社會矛盾是能夠解決在基層的，關
鍵是要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吉林省公安廳宣傳處處
長馬青山告訴記者，吉林省公安堅持不懈地開展不安
定因素大排查，積極建設 「大調解」體系，與司法行
政部門聯合推進民調駐所工作，壯大調解力量，完善
了公安調處與人民調解的有效銜接，大範圍、多角度
、高效率化解社會矛盾。

2011 年 5 月 24 日，遼源市民李某被兩名年輕人打
傷。東山分局調查時發現，打人者均為即將參加中考
的學生。辦案民警認為，如果立即對他們進行處罰，
可能會影響他們參加中考。因此，民警來到李某家做
工作，爭取受害人同意，等中考過後再處理此案。事
後，兩名打人中學生的家長對公安機關的人性化執法
非常感激，共同給辦案民警送來一面寫有 「公正執法
，誠心為民」的錦旗。

據了解，遼源市現建立公安調解室656個，設專兼
職調解員近 5000 名。再難的 「雜症」在這裡也能開出
靈驗的 「處方」。僅去年就成功調處矛盾糾紛 4782 起
、治安案件3168起、輕微刑事案件63起。

目前，吉林省公安已樹立 「矛盾就是警情，調解
也是執法」的意識，把調解優先的理念貫穿到執法辦
案的全過程，採取 「多調少裁」、 「多調少罰」等柔

性方式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
2011年1月，長春市女青年張某被男友李某打傷右

眼，要求李某出10萬元醫療費作為賠償。李某不但不
給，還揚言要燒死張某全家。後經管區民警協調，及
時化解一場矛盾糾紛，避免一場悲劇的發生。

一位老民警感慨說： 「我們調解的是糾紛，調順
的是民心，調出的是安寧。」

「大防控」 ：將治安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2011 年 12 月 21 日 19 時 35 分，在長春市同志街與

永昌路交匯處，有人趁車主下車時，將其駕駛的銀灰
色麵包車盜走，沿同志街由北向南逃走。19時57分，
長春市公安局總值啟動350兆無線集群應急指揮平台，
下達警情及被盜車輛信息，全力進行堵截。6分鐘後，
預審處 3014 巡區 「夜巡民警」在紅旗街與信義路交匯
處成功攔截了被盜車輛。

從去年 7 月 25 日起至今，有 1000 多名夜巡民警，
每晚奔赴在長春的大街小巷。 「見警率高了、發案率
低了、接警率少了，是夜巡帶來的最明顯效果。」長
春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公平告訴記者， 「我們在考評
夜巡工作時，不統計群眾送來多少錦旗和表揚信。我
們要的是老百姓實實在在的認可。」

截止到目前，長春市有效警情、刑事案件發案率
、 「兩搶一盜」發案率均以25以上的百分點下降。國
家統計局長春調查隊去年底統計，長春市民安全感平
均綜合得分達到93.1。

2011 年以來，吉林省各級公安大力完善治安防控
體系建設，將治安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成為駕馭動
態環境下社會治安局勢的有力保障。

在城區推行網格化大巡防，強化人防物防技防措
施，視頻監控點總量達到20萬個，空中有監控、路上
有卡點、社區有群防、單位有技防的立體防控網絡基
本形成；在農村以 「平安大喇叭」工程為重點， 「十
戶聯防」和多戶聯防互助工程等多種形式的防控機制
成效明顯。

各地全面落實警力下沉和招聘輔警、治安員、協
管員等措施，不斷提高社會面見警率。遼源、吉林等
地公安機關還建立軍警聯合巡邏機制，取得了良好

的社會效果。邊防
部門完善黨政軍警
民 「五位一體」合
力治邊機制，建立
了堅固的邊境安全
屏障，189 個邊境村
屯實現刑事案件零發
案。

於此同時，吉林
公安始終堅持嚴打方
針，從人民群眾反映
強烈的問題抓起，從
治安秩序混亂的地方
整起，嚴厲打擊危害
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各類違法犯罪，確保社會長治久
安。全省公安機關 「清網行動」追逃專項戰役全國排
名第二，被公安部榮記集體一等功。

「大服務」 ：雨潤和諧細無聲情牽民生促發展
「感謝白山公安民警不畏艱險打假，保護群眾的

生命健康安全，保護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民族醫藥品
牌，為民族醫藥事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為企
業乃至地方醫藥工業再創輝煌增添了信心……」

這是2011年11月，施慧達藥業集團寫給吉林省政
府的感謝信。去年初，白山市公安歷時8個月，深入全
國17省、39市，共查處假藥、仿冒施慧達藥品19批，
為企業挽回直接經濟損失 1700 餘萬元、間接經濟損失
5000餘萬元。

2011 年以來，吉林省公安廳將服務振興、促進發
展、改善民生作為重大政治責任，積極發揮職能作用

，帶領全省公安機關開啟為助推吉林經濟社會又好又
快發展保駕護航的新征程。

去年11月4日，吉林省公安廳分別組織20餘名警
力分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開展 「亮劍」行動 「獵
鷹八號」統一收網行動，共搗毀大型生產窩點6處，收
繳假藥數萬支及大量假冒註冊商標包裝物，涉案價值1
億餘元。

各地深入開展 「打四黑除四害」、打擊 「地溝油
」等專項行動，共端掉 「黑作坊、黑工廠、黑市場、
黑窩點」1150個，打掉犯罪團夥39個，打處各類 「四
黑四害」違法犯罪人員 1245 人；破獲 「地溝油」案件
16起，搗毀窩點21處，收繳偽劣油脂1000餘噸。

據統計，全省公安機關 2011 年共破獲各類經濟違
法犯罪案件 1648 起，為國家、集體和群眾挽回經濟損
失8.1億元。

「我是黑龍江省人，2005 年大學畢業後留在長春
，一直拿暫住證。雖然生活、工作在這個城市，但
是不被這裡所容納，缺乏認同感。」王娜的心情和境
遇在去年有了徹底的改變。

2011 年，吉林省公安廳進一步完善《吉林省居住
證管理辦法》，以居住證取代暫住證，從制度上突破
了原有戶籍限制，使在城市生活的流動人口在升學、
社會保險、參軍、就業培訓、考取駕照等方面享受市
民待遇，他們真正地融入了城市、得到了城市的認可
和尊重。

一年來，取消普通高校專科以上畢業生到中小企
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就業落戶限制、為外企專家提供上
門服務、全面推行駐企警務室模式等多項重大服務舉
措為企業吸引人才、平安發展，推動吉林省經濟實現
整體躍升創造了有利條件；跨戶籍地辦理出入境證件
、網上戶口遷移、按需申領護照、開闢身份證製作
「綠色通道」等一大批便民利民措施的出台，使當地

百姓更加切實地感受到了公安惠民舉措給日常工作和
生活帶來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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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下午，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吉林省
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剛參加審議。王剛強
調，有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全
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我們有信心、有決
心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
推向前進。

會前，在吉林代表團團長孫政才、副團長王儒林
的陪同下，王剛來到代表們中間，與大家親切握手，
熱情交談，互致問候。

在認真聽取代表發言後，王剛作了發言。他說，
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總結成績客觀全面
，分析問題準確透徹，部署工作切合實際。《報告》
通篇貫徹了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
穿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一個總攬全局、求真務實
的報告，是一個順應民意、凝聚智慧的報告，也是一
個鼓舞人心、振奮人心的報告，對全國各族人民統一
思想、明確任務，切實做好今年各項工作具有重要指
導作用。

王剛說，去年，我國 「十二五」開局良好，初戰
告捷。這個成績是在國際形勢亂象紛呈、世界經濟普
遍低迷、歐洲深陷債務危機、美國經濟復蘇乏力的情
況下取得的；是我國經濟運行不確定因素增多、宏觀
調控面對諸多 「兩難」問題的情況下取得的，確實難
能可貴、來之不易。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
中央科學決策、正確領導的結果，是全黨全軍全國各
族人民齊心協力、頑強拚搏的結果。

家鄉的發展成就令王剛十分欣慰。他說，2011 年
也是吉林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一年。一年來
，吉林省團結帶領全省各族幹部群眾，認真貫徹落實
中央決策部署，開拓進取，扎實苦幹，推動經濟社會
發展取得新的可喜成績。一是工作思路清晰。吉林省
牢牢把握科學發展這個主題，始終突出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這條主線，緊緊抓住 「發展」和 「民生」兩
個關鍵，力實施 「三化、三動」戰略。當前，全省
上下求發展、惠民生的理念深入人心， 「三化、三動
」戰略已經成為共識，全省各族幹部群眾熱情很高，
幹勁很足。二是政策舉措有力。在戰略重點上，提出
實施十大產業發展規劃，力做大做強支柱優勢產業
，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在空
間布局上提出 「強化中部、構築支點、區域聯動」舉
措，把加快長吉一體化、帶動中部城市群發展作為全
省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布局的重點，不斷提升對全省經
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在措施保障上，深入推進人
才強省戰略，啟動實施 「雙百千萬」人才計劃，為推
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支撐。三是
發展成效顯著。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吉林經濟

社會發展呈現出了又好又快的良好勢頭，發展質量顯
著提高，經濟保持較快增長，農業基礎地位進一步鞏
固，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節能減排取得新成效
，重點領域改革繼續推進，城鄉居民生活不斷改善，
平安吉林建設成效顯著，社會大局保持了和諧穩定。

王剛說，展望未來，我們前進道路上面臨諸多
風險和挑戰。堅定信心是我們團結一心、克服挑戰的
強大支撐，是我們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的有力保證。
有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指導，有應對國際金融危
機衝擊的寶貴經驗，有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強大物質
基礎，有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我們一
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的目標任務。

孫政才代表說，完全贊成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
工作報告。報告系統總結了過去一年在黨中央正確領
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顯著成績，客觀清醒地
查找了存在問題和不足，全面科學地分析了當前國際
國內形勢，工作部署科學合理、切實可行，戰略性、

指導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很強。報告主題鮮明、思
路清晰、重點突出，通篇體現了科學發展觀要求，體
現了改革開放思想，體現了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精神
，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今年是 「十二五
」承上啟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吉林加快振興發展的關
鍵一年，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在政治
、思想和行動上與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必須毫不動搖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
旗幟；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人為本，
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
開放，不斷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必須毫
不動搖地堅持統籌經濟社會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
理。要抓住 「發展」和 「民生」兩個關鍵，統籌推進
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實施投資拉動、項目
帶動和創新驅動戰略，立足當前、眼長遠，統籌兼
顧、注重協調，穩中求進、好中求快，促進經濟社會
又好又快發展，努力讓城鄉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以
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王儒林代表說，政府工作報告既充分反映了去年
取得的重大成果，也為今年工作指明了方向，進一步
堅定了信心和決心。吉林省要按照國家要求，搶抓新
機遇，應對新挑戰，努力開創各項工作新局面。一是
突出項目帶動，堅持多渠道籌措資金，圍繞重點產業
、基礎設施和民生改善等，謀劃建設一批大項目、好
項目，全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二是加大產業結
構調整力度，突出工業主導作用，進一步擴大工業總
量，加快淘汰落後產能，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推進發
展方式轉變。三是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加強水利基礎
設施建設，推動西部土地整理等工程，實施節水增糧
行動，力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四是加快城鎮化
步伐，重點推進長吉一體化，搞好體制機制創新，促
進城鄉統籌發展。五是進一步改善民生，深入實施富
民工程，更多地興辦利民富民的實事好事，促進發展
成果惠及百姓。六是全力維護社會穩定，加強信訪、
安全生產和食品安全等工作，努力創建和諧吉林。

擦亮擦亮

文：盧冶 尹健 圖：吉林省公安廳提供

「「平安平安」」名片名片傾心譜奏和諧曲傾心譜奏和諧曲

▼吉林省代表團熱議政府工作報告▼吉林省代表團熱議政府工作報告

▼特警支隊苦練擒敵技藝▼特警支隊苦練擒敵技藝

▲特警隊員冬訓▲特警隊員冬訓

▲夜巡民警工作中▲夜巡民警工作中

美好吉林‧民生 平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