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综治委《关于评选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关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的补充通知》和中央综治办《关于
做好 2013-2016 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地、州、盟）、全国
平安建设先进县（市、区、旗）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要求，经研究，长沙
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等 6 个集体、蔡波才等 6 名同志为全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拟推荐对象；岳阳市为全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地、州、盟）拟推荐对象；长沙市等 3 个市为
继续授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地、州、盟）”荣誉称号拟推
荐对象；韶山市等 5 个县市区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区、旗）拟推
荐对象，现予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7年 8月 4日-8月 10日。 公示期间，对拟推荐对象
如有异议，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形式向省评选推荐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反映情况必须真实、准确，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

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提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31-82218653 82219253（传真）
电子邮箱：hnzzbss@163.com
通讯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1 号 3 办 5 楼
邮政编码：410011

湖南省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4 日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地、州、盟）、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区、旗）拟推荐对象公示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拟推荐对象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拟推荐对象

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以
“扮靓湖南窗口， 打造全国标杆” 为总体目
标，树立以旅客为中心，站区一盘棋的思想，
通过落实责任、打破界限、整合资源、协同作
战等有效措施，构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
勤联动工作机制。 一是一体协同，强化整体
作战“联”。争取省、市高位推动，落实综治领
导责任制， 驻站 30 多家部门单位建立联勤
联动常态化机制，打破路地界限。 二是深度

共享，解决信息资源“通”。 建立联勤联动指
挥中心， 整合路地双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公安专网、互联网等信息资源。 三是精准防
控，实现目标步骤“同”。以“指挥同台”“通讯
同频”“视频同网”“信息同享”“看图作战”为
抓手打造了火车南站地区社会治安立体化
防控体系。四是成效显著。近年来，每天持续
开展最严治安、交通、运输、城管联合执法整
治行动，查处喊客拉客、非法营运 3000 多

人次，其中治安拘留 500 多人次，查扣非法
营运车辆 539 台， 督促整改治安隐患 100
多处，成功处置站区突发事件 20 余起。长沙
火车南站地区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暴恐案
件、恶性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以及群死群
伤的治安事故、交通事故、消防事故，站区秩
序明显好转、治安环境明显优化、旅客安全
感明显上升、应急处突能力明显提高。

1�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

打造民意诉求“直通车”。 按照“百分之
百受理、百分之百办理、百分之百反馈”的工
作要求，热线自 2012 年开通以来，共受理市
民来电 130 余万件，日均 800 多件，诉求事
项综合办结率 99.98% ， 群众满意率达
92.6%。连续 5 年获评“全国优秀热线”。实现
非警务求助分流，“岳阳模式” 获全国推介。
在全国率先提出“12345 服务找政府，公安

110 为民保安宁”， 实现 12345 和 110 互联
互通、实时联动的工作模式。 2016 年共分流
非警务警情 8000 余件。2016 年 11 月 5 日，
公安部在岳阳召开全国公安机关规范基层
警务工作暨 110 接处警工作会议。融入网格
化服务，打造社会治理“减压阀”。 在全省首
创搭建以 12345 热线平台为依托，整合网格
化、110 管理指挥中心等平台部分职能的网

格化服务管理综合平台。凡网格内不能自主
解决的问题， 可以通过 12345 热线逐级分
流、快速处置，共处理网格事件 2 万余件。推
行融合联动，带来开放共治新局面。 推动了
各职能部门融合联动，达成了“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的愿景，确保了大量社会矛盾
纠纷在热线上、网格内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2�岳阳市人民政府 12345 热线管理办公室（网格化服务管理指挥中心）

近年来，怀化市公安局以全面深化改革
为动力，以深化“四项建设”为载体，全市公
安工作呈现良好局面，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明显提升，实现党委政府、上级公安机关以
及人民群众三个满意，共获得部、省、市荣誉
214 项。 2013 年，荣获“全省公安机关重点
工作评估先进单位”。2014 年，同时荣获“全

省公安机关重点工作评估先进单位”、“全省
公安机关争创群众满意单位”和“全省公安
机关命案侦破先进单位”三项荣誉，另有 27
项工作在省市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52
项工作被《人民公安报》、《湖南日报》、《法制
周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2015 年，全市公安
工作整体排名全省第二，其中公安民调排名

全省第二。 2016 年， 怀化公安获得绩效评
估、公安民调、队伍形象三个全省第一，获评
全省唯一一个“四项建设”综合示范市公安
局。“三级一体”警务改革、“一包五化”社区
警务、“国保四级情报侦察系统”等多项工作
被公安部、省公安厅高度肯定。

3�怀化市公安局

6 盛金付（永州市维稳办副
主任）

盛金付，男，1975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永
州市维稳办副主任。

该同志自 2009 年担
任市维稳办副主任以来 ，
严格按照中央、 省维稳工
作的要求，努力工作，取得
了较好成效， 有力促进了
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一是创新机制， 构建
维稳工作大格局。 坚持每
周召开一次信访维稳座谈
会，研判当前维稳形势，构
建了市、县、乡三级齐心合
力的维稳工作大格局。 自
2009 年从事维稳工作以
来， 全市没有发生突出群
体性事件， 没有发生重大
恶性治安、刑事案件。

二是源头防范， 注重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每年
都组织开展七次及以上不
稳定隐患工作专项排查 ，
并对重大不稳定隐患及时
组织化解。 四年来，共交办
督办或亲自参与化解各类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9281 起。

三是靠前处置， 出色
完成各类工作任务。 对突
发事件， 始终做到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组
织调处、 第一时间进行化
解， 共组织调处化解非正
常死亡、医患纠纷、意外事
故等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重大矛盾隐患 340 余起。

近年来，永州市综治办大力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 永州被评为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市、全
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城市、 中国幸福城市
20 强。

一是打造网格化服务管理亮丽名片。坚
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服务下放，2/3 的街
道干部下沉社区， 服务事项在社区办理、矛
盾问题在网格解决。 为网格员专设“社区岗
位编制”，工资列入财政预算。网格化服务管

理规范国家标准吸纳了“永州元素”。二是发
挥治安防控体系后发优势。 大力实施“雪亮
工程”， 确保每个村达到 3 个以上高清视频
探头。 建成全省第一个警务大数据实战平
台、建立完善寄递安检服务体系。 开展乡镇
平安指数发布，并在全省推广。三是创造“流
口”管理“永州模式”。 在外出务工人员相对
集中的地方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为务
工群众提供维权、办证等服务，促进当地维
稳，共建两地平安。

4�永州市综治办

建成了覆盖全区的基层综治网络。 推行
旅游旺季值班备勤、 专项整治和平安联创工
作机制，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强化督查考
核， 工作业绩直接与财政拨款和干部提拔挂
钩。实施了公共安全“六大系统”、网格化及三
级综治中心建设，同步推进“雪亮工程”城乡
一体化，实现了城乡实时监控全覆盖。实施旅
游环境综合治理， 抓好了特殊时段的安全保

卫等工作，实现了全区旅游连年攀升。搭建平
台，率先将平安建设推进到小区层面，促进了
平安建设共建共享。 实现了全区社会治安民
意调查连续 10年位居全省前列， 全市第一；
多次获评省、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市
区”和“湖南省平安县市区”；连续两届获评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荣获
2009—2012年度“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区”。

5�南岳区委政法委

武冈市维稳办当好党委政府参谋，积极
推动落实稳定工作的责任，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大力推动各级各部门开展重大事项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 工作人员全天候保持手机畅
通，每年用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一线调查
研究，处理矛盾。 该办组建了律师工作团队
和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依法对交通事故、医
闹纠纷、 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的矛盾进行协

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群众利益。 在全市普
遍推行维稳工作“首问责任制”，对突出问题
严格按照“五个一”工作机制狠抓落实，积极
搭建维稳新平台，在全省率先开通了民情热
线。 进一步完善了“家户长”调解机制，进一
步健全了村级调解奖励机制,做到了“小纠纷
不出组，一般纠纷不出村（社区）”。

6�武冈市维稳办

1 蔡波才 （益阳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综治办主任）

蔡波才， 男，1964 年 12 月出生，
中共党员，现任益阳市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该同志自 2008 年 10 月担任湖南
省益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
任以来，深入贯彻中央、省委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 以清晰的工作思路，开
拓进取的精神统筹协调、 组织推动、
督促指导， 扎实推进创新社会治理、
深化平安建设，益阳市综治工作多次
进入全省先进， 并形成了一批在全
国、全省有影响、有位置的益阳综治
工作特色品牌。

在全市强力推动打造了集党务、
村务、政务、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
便民服务中心、全市两级法院诉前调
解中心、“四位一体”医疗纠纷调处中
心、“五位一体”交通事故联调联处工
作机制、“和为贵” 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了大量矛盾纠纷。

为破解特殊人群管控难题，他密切
关注，倾情指导，推动创建湖南首个青
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青少年养成教育实
验学校， 成功转化个性化少年 2600 多
名， 推动建立县级涉毒艾滋病关爱中
心、市级特殊涉毒人员收治中心、收治
各类特殊涉毒违法犯罪人员 854人。

为推动“雪亮工程”建设，他勇于
担当、履职尽责，推动“雪亮工程”融
入“智慧益阳”建设整体规划，将村综
治中心与村民服务中心、“雪亮工程”
同步建设， 多方协调整合部门资源，
打破技术壁垒， 实现了平台融合联
动。 目前，“雪亮工程”已纵向联通市、
县、乡、村，横向对接部门单位，作用
日益凸显。 湖南省委政法委在益阳召
开现场会，推介了益阳经验。

3 曹安平 （郴州市北湖区委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曹安平，男，湖南永兴人，
51 岁， 现任郴州市北湖区委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自 2005 年任北湖区委
政法委副书记至今，他 13 年
如一日，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不忘初心、爱岗敬业、尽忠
履职、勤政廉政，做出了诸多
可圈可点的工作实绩。 面对
复杂的矛盾纠纷， 他主动作
为， 创造出 “摸”“诊”“商”
“解”“访”五字工作法，逐一
化解。 他大力开展社会化禁
毒宣传教育和社区戒毒康复
与帮扶转化工作， 北湖区一
举摘下重点整治落后县区的
“帽子”， 被湖南省人民政府
授予禁毒人民战争先进区称
号。 他坚持问题导向和源头
治理，参与制定出台了《平安
北湖建设纲要》 等规范性文
件，深入开展“平安北湖”系
列创建活动， 在全省率先搭
建治安巡逻指挥调度平台 ，
实现了联勤联动联防新格
局，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逐
年大提升，城区街面“两抢两
盗”连续大下降，北湖区连续
3 年被评为市综治工作先进
区、省综治工作（平安建设）
先进区。

2 姚本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
县公安局正科级侦查员）

姚本忠，男，土家族，1968 年 10 月
出生，中共党员，二级警督，正科级侦查
员。 2016 年荣获个人二等功和“湘警之
星”提名奖。

他扎根基层，勇于探索放飞职业梦
想。 姚本忠同志一直扎根在基层，几十
年如一日，始终与一线民警为伍，以办
公室为家，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的最前
线，通宵查证、抓捕罪犯，哪里都少不了
他的身影。

他倾心“天网”，屡破大案挥洒职业
智慧。他能熟练操作“天网”电子监控系
统，从容调度信息指挥中心进行图侦锁
定，能从一个个监控探头的海量信息中
捕捉嫌疑人的蛛丝马迹，更能从一段段
视频影像准确预判嫌疑人作案时间和
地点。近年来，在他的指导下，凤凰县公
安局依靠“天网”工程累计破案 800 多
起， 为辖区百姓挽回经济损失达 5000
多万元。

他热血担当，剑胆琴心彰显男儿情
怀。 多年来，面对犯罪，他雷厉风行，展
示铁警雄威，深夜有群众在呼救，面对
不可知的危险， 他出于人民警察的天
职，无畏地走向危险。 这一刻他无需选
择， 因为走向危险已经是他的职业习
惯，因为在选择做警察的时候，他已经
准备好了这一刻。 关键时刻，他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顶住出租车内身藏三刀一
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他心系百姓， 忠诚守望收获职业幸
福。 近 30年的职业生涯， 姚本忠激情不
减。 动力源自何处？ 源自他心中对挥洒职
业热情的渴望，源自他屡破大案后收获的
喜悦，更源自群众对他守卫平安的肯定。

4 唐汇驰 （常德市石门县维新镇党
委书记）

唐汇驰，男，1973 年 6 月出生，
中共党员， 现任常德市石门县维新
镇党委书记。

工作二十余年来， 该同志怀着
对政法综治工作不变的情怀， 先后
在公安、 政法等部门不同的岗位上
为政法综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该同志出色的工作成绩得到了组织
的充分肯定， 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
嘉奖，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
等功 3 次。 在石门县公安局工作期
间， 该同志始终保持公安民警正义
担当的赤胆情怀，甘当无名英雄。面
对歹徒，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孤
身抓捕歹徒、扒手近 20 人，面对群
众，他扶弱济困，义无反顾，主动救
助因车祸受伤、 死亡及其他遇险受
困人员 10 多人。在石门县政法委工
作期间，该同志主抓综治工作，贴近
一线实际，勇于开拓创新，打造平安
创建“四零社区”桥头堡、构建社会
治理“互联网+”新机制、建立综治考
核“1234”新体系等工作经验先后得
到了省、市推介，为石门县综治平安
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 2017 年调任
石门县维新镇党委书记后， 该同志
结合本地实际， 把综治工作作为乡
镇党委、 政府的重点工作， 强力推
进， 着力打造入户走访矛盾摸排制
度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合力化、综
治应急救援队伍专职化的“三化”工
作模式，形成了群众、部门回应联动
的综治工作格局， 社会治安秩序明
显好转， 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明显
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5 漆新明（株洲市荷塘区金山
街道综治司法办专干、人民调
解员）

漆新明，男，湖南株洲人，
中共党员，1964 年 1 月出生，
现任株洲市荷塘区金山街道
办事处综治司法办专干、人民
调解员。

2010 年担任综治司法专
干、人民调解员以来，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 950 余起，调解率
100%，成功率 98%以上，防止
矛盾纠纷激化 93 起， 制止群
体性械斗 65 起， 防止民转刑
案件 47 起， 为集体群众挽回
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余万元 。
2014 年 12 月，成立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 “漆新明调解工作
室”。 他创新提出企地共建矛
盾纠纷处理机制，在基层一线
调解实践中不断探索，调节的
多起矛盾纠纷被评为省市精
品案例。

该同志工作扎实有激情，
大局意识和创新意识强，敢于
担当，敢于坚持原则，先后荣
获株洲市人民政府“三等功”、
湖南省“调解化积案、息访保
平安”人民调解专项活动先进
个人、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
人物候选人、全国“模范人民
调解员”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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