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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达广场内举办
的一场法治元素十足的特色年货节袁 吸引了众
多群众的目光袁大家纷纷驻足野柜台冶前袁精心挑
选着适合自己的野法治年货冶噎噎
热热闹闹赶大集袁红红火火迎新春遥 1月 13

日袁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主办袁东胜区司法局协
办袁鄂尔多斯市委保密机要局尧鄂尔多斯市金融
办尧 东胜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开展的 野迎新春
送祝福法治年货节冶普法宣传活动在东胜区万
达广场举行遥
据了解袁此次野法治年货节冶是鄂尔多斯市

司法行政人在新春之际袁 向市民朋友们送出的
一份野法治伴手礼冶袁也是创新普法形式的一次
有益探索遥 此举接地气尧惠民生袁使普法宣传更
具人间烟火气息遥
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

汪浩介绍袁这次活动是野鄂尔多斯普法联盟冶成
立以来袁创新普法方式尧丰富普法内容的又一次
有益尝试遥整场活动有节日尧有法律尧更有新意浴

尊法有福
此次活动以野迎新春尧送祝福冶为主题袁以发

放野法治年货冶为载体袁将热闹喜庆的过年氛围
与法治宣传相结合袁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普法宣传袁让法治走近群众身边袁融入百姓生
活遥

野耶法治年货爷袁 我活了 70多年还是第一次
听说袁这个活动好袁主办方巧妙地将法治元素融

入到年货中袁 让大家在迎新春的节日氛围中感
受到了法治的力量冶袁从普法宣传志愿者手中接
过春联的王大爷对 野法治年货冶 的举办连连称
赞遥

学法纳吉
活动中袁 红色的展位被装扮的喜气洋洋袁

野与法同行大吉大利袁依法办事年年顺意冶野保密
意识人人有袁福旺财旺滚滚来冶野维护新年秩序袁

新年八方来财冶袁各单位将平时严肃的法治标语
与新春吉祥的愿景相结合袁 在弘扬法律精神的
同时送上了新春祝福袁 让群众在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中学习法律尧了解法律遥

市民李女士在野法治年货节冶上精心挑选了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曳和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曳袁她说院野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袁在依法治国
大背景下袁我们也应当具备一定的法治素养袁随
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袁 我们也应该跟上学法用法

的脚步遥 冶

守法来财
一份法治春联尧一瓶扶贫助农产品尧一盒普

法纸巾噎噎再加一本宪法和民法典袁 这样一份
满满当当的法治年货就打包完成袁 送到了现场
群众手中袁 旨在通过接地气的方式把法治精神
渗透到老百姓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遥

野这个耶年货包爷如同耶法治百宝箱爷袁里面有
各类法治纪念品和法律书籍袁 让法治文化在潜
移默化中浸润心灵袁 指引我们时刻要依法办
事遥 冶张先生对野法治年货冶大礼包大加赞赏 遥

用法迎春
野鄂尔多斯普法联盟冶是由鄂尔多斯市委全

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和市司法
局牵头袁 组织各旗区依法治旗区委员会守法普
法协调小组尧司法局尧市直各部门尧各单位袁以及
承担社会管理尧社会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尧人民
团体以及国有企业等普法主体共同组成的联合
普法宣传品牌遥

今年春节期间袁 鄂尔多斯普法联盟结合节
日氛围和特点袁积极创新普法方式袁以野用法迎
春冶为导向袁不断营造人人参与尧共享共治的全
民普法氛围袁 用心用情讲述鄂尔多斯法治好故
事袁传播鄂尔多斯法治好声音遥

渊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尧东胜区司
法局提供冤

普法宣传有新意 法润民心接地气
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推出野法治年货节冶普法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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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赤峰市松山区袁处处洋溢着欣欣向荣尧
繁荣昌盛尧平安和谐的美好景象袁这里社会治安
良好尧人民幸福安康袁是代表赤峰形象的一张靓
丽名片遥

2023年春节前夕袁记者走进赤峰市公安局
松山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袁 实地探寻当地社会
治安管理工作的奥秘遥

野身处全市治安工作耶金字塔爷的顶端袁我们
丝毫不敢懈怠袁时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袁铆足
十二分的干劲, 走遍全区大街小巷尧深入一线
基层袁找准脉络袁制定对策袁紧紧围绕人民群
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领域和重要问题袁 仔细梳
理安全风险袁认真排查事故隐患袁坚持打防管
控并举袁 确保松山辖区社会面持续安全稳定
噎噎这样才能使治安管理工作如身使臂尧如
臂使指袁工作才会见实效尧出实绩遥 冶松山区公
安分局副局长尧 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宝剑的
介绍实在又接地气遥

以一当十 锻造最硬铁军
松山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担负着松

山区域 80余项具体的治安管理工作袁小到开
锁业尧旅馆业尧印章刻制业尧废旧金属收购业尧
报废机动车回收渊拆解冤业袁以及 KTV尧洗浴
中心等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袁大到枪支弹药尧
爆炸物品尧易燃化学物品等危险品的管理袁都
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袁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定袁更是他们
铁肩担负的使命遥 自 2019年以来袁该大队连
续三年被评为绩效考核先进单位袁 2022年被
授予集体三等功遥
松山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是一支仅有

30人的警察队伍袁人员紧袁任务重袁工作千头万
绪袁责任大于天袁一切只为长治久安遥 该大队始
终坚持以党建引航为核心袁 从严管党治警为主
线袁以野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冶为抓手袁扎实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袁抓实抓细全警大练兵活动袁着力在
一线锤炼精兵袁 使得这支队伍成为以一当十最
硬的治安铁军遥大家舍小家袁为大家袁忠诚担当袁
无怨无悔遥 该大队副大队长尚家辉的老家在外
省市袁他已经有 5年没回去过了袁对于他来说袁
2023年依然是忙碌的一年袁 他说院野只要群众平
安顺遂袁我们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遥 冶

一支仅有 30人的警察队伍袁 肩负起了
5629平方公里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袁守护着 60
多万城乡人民的安居乐业袁 广大群众亲切地称
他们是人民平安尧社会安宁的野守护神冶遥

打防管控 确保辖区平安
松山区作为赤峰市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袁

城中有村袁村中有城袁城乡相连袁是赤峰市最大
的城乡结合部袁松山区下辖 9个镇尧5个乡尧7个
街道办事处袁244个行政村尧80个社区居委会遥
辖区共有市区两级党政军群机关单位 97家袁水
电热气油企业 68家袁医疗单位 45家袁商超网点
39家袁宾馆 350家尧KTV13家尧洗浴中心 16家袁
公办中小学幼儿园 121所袁 民办中小学幼儿园
112所袁90余家金融网点袁60多家寄递物流业袁
社会治安治理和社会面管控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和挑战遥

沧海横流袁方显英雄本色遥 2022年袁治安
管理大队针对辖区治安特点袁坚持问题导向袁精
心谋划袁严密部署袁分类施策袁紧紧围绕人尧地尧
物尧事尧疫等关键要素袁全面提高大数据条件下
整体防控尧立体防控的能力水平遥

这一年袁在城区方面袁治安管理大队善于发

挥交巡警尧刑事警队以及各派出所的联动作用袁
握指成拳袁形成合力袁加强街面巡逻防控袁严格
落实昼夜武装巡逻和快速响应等机制袁 按照
野点尧线尧面冶相结合袁科学布警袁采取野定点执勤+
巡逻检查冶相结合的方式袁最大限度将警力摆在
街面上袁最大限度让警力走进社区袁不断提升街
面尧社区见警率尧管控力和应急处突快速反应能
力袁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遥
这一年袁在乡镇农村袁针对 244个行政村袁

依托一村一警渊一辅冤袁积极动员凝聚群众力量
参与社会治理袁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袁全力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遥组织松山事管员义务巡防队袁
在春种秋收大忙季节和重点传统节日袁 加大巡
防力度袁确保农村安全稳定遥
这一年袁在城市尧乡村加强清查整治袁不断

延伸警务勤务末梢袁落实常态化清查整治袁一年
来袁累计出动警力近 2100余人次尧车辆 500余
辆次袁动员社会力量 1600余人次袁检查重点部
位和重点区域 725处袁 清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3200余处遥通过野九严冶工作措施袁进一步提升了
危爆物品的现代化管理水平袁实现了精准管控尧
全面覆盖尧无缝衔接遥
这一年袁治安管理大队以打开路尧以打促防袁

共受理治安案事件 225起袁查结 220起袁查结率
为 97.8豫曰 加强与刑事侦查大队和辖区派出所的
协调配合袁 牵头组织开展了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野百日攻坚冶尧三次巡查宣防专项行动尧双清双打
专项行动袁常态化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尧 打击整治黄赌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等遥 双清双打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袁松山区公安分
局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 70%袁专项行动战果显
著袁在赤峰市公安局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遥

这一年袁治安管理大队圆满完成了 野冬残奥
会冶尧全国野两会冶尧2022年招生考试普通高考尧燕
京啤酒节尧红山文化节和党的二十大安保等重大
安保警卫任务 60余次袁 有力地维护了松山区的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遥

排忧解难 服务人民群众
野百姓的事袁都是大事浴 冶2022年袁治安管理

大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袁牵头在全
区推出了优化一次性告知服务尧 优化异地业务
野民警代办冶服务尧建立野窗口业务不办结不下
班冶 工作机制等一批便民利民举措遥 坚持开展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帮扶困难群众 45
人袁解决实际问题 50余件遥围绕群众关心事尧烦
心事尧揪心事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重
点人员排查管控等工作袁在防发生尧防升级尧促
满意上出实招尧下功夫袁通过接处警现场调解尧
进村排查化解等形式调处化解矛盾纠纷 460余
件袁有效防范小纠纷引发大纠纷尧小问题转化为
大事件袁做到矛盾不上交尧平安不出事尧服务不
缺位遥结合野百万警进千万家冶活动袁积极组织民
警开展防电信网络诈骗尧防盗窃尧禁毒禁赌尧交
通安全等宣传活动袁全力宣传推广野国家反诈中
心冶APP袁 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00多份袁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遥

采访结束时袁 宝剑深有感触地说院野评价治
安管理工作袁群众是耶评委爷袁工作好不好袁群众
满意是标准遥只有擦亮群众工作金字招牌袁深化
改革袁强警苦练内功袁聚焦主责主业袁敢于亮剑袁
勇于担当袁让社会稳定繁荣祥和袁让群众实实在
在感受到生活的安全和幸福袁让耶有事找警察爷
成为我们的自豪和荣誉袁 才是向人民交出的最
合格答卷遥 冶

打防管控齐发力 守土尽责护平安
要要要 走进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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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众发放野法治年货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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