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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 30 万元采购特种设备原材料，但
还差 10 万元，可以帮我们贷款吗？ ”6 月上旬，金
杯药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祖军来到衡阳市
金融信用信息服务中心求助。该中心工作人员立
即为其做好贷款申请、 办理征信查询等手续。 7
天内，11 万元纯信用贷款便到达该公司账户。

长期以来，因中小企业规模小，资产少，不能
及时、足额偿还债务或贷款，金融机构不敢贷款
给中小企业，害怕承担风险。 为防控化解这一风
险，近年来，衡阳市通过设立金融信用信息服务
中心，汇总中小企业在市场监管、人社等各部门
产生的数据信息，提前研判风险。截至今年 6 月，
该中心共为 754 家企业撮合贷款 152 亿元。

互联网背景下， 非法集资手段花样翻新，受
害群体愈加广泛。 为引导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集
资，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去年以来，衡阳市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在人流密集的车站、广场等，发放宣
传手册、设立宣传展板、讲解非法集资识别技巧，
增强群众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能力， 守住百姓

“钱袋子”。
防风险，关键在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输入 4015，再按 # 号键，就可以单独对一

个村进行广播了。 ”5 月初，常宁市便对乡镇广播
运维员开展了“村村响”业务培训，进一步加强汛
期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 7 月初，常宁连续出
现强降雨，通过播送气象预警、指导村民开展自
救等信息，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衡阳深入开展安全风
险隐患“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百日行动，做到隐
患早发现、风险早化解。截至 6 月底，共执法检查
企业 4293 次，发现问题隐患 6657 条。

衡阳还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失业、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五大社会保险总参保人数
达 1303.9 万人次，基本实现参保全覆盖，全年发
放各项社保待遇突破 200 亿元。

“这辣椒炒鱼块和包菜色香味俱全，荤素搭
配得当，好吃又放心！ ”近日，衡阳市九中学生家
长胡志刚走进该校食堂，与孩子共进午餐。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千万家庭幸福。 近年来，
衡阳开展“食品安全护苗行动”，建立校长、家长
陪餐制，并对食堂设施设备、从业人员管理、食品
原料等各环节作出详细规定， 让孩子吃得放心，
让家长更加安心。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衡阳市
将强化前瞻思维，提升防范本领，绵绵发力，久久
为功，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场持久战。

和谐新风拂面来
◎ 聂 沛 潘其斌

街头巷尾，人们谈笑风生；江边河畔，人们闲庭信步；广场公园，人们翩翩起舞……
湘江之滨的秀美雁城，活色生香，万分灵动。 在这里，人们享受着平安和谐的幸福生活。
和谐稳定，是美好生活的基石。 近年来，衡阳市稳步推进“平安衡阳”建设，建立立体化警务体系，打造“衡阳群众”品牌，创新群防群治

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社会持续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筑牢了社会和谐基石。

“耒阳市蔡子池派出所辖区一辆
摩托车凌晨被盗，定位仪显示该摩托车
现位于潇湘街附近，请立即出警。 ”7 月
20 日下午，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快警
平台接警后，火速出动，1 小时内便抓获
犯罪嫌疑人丁某。

今年来，衡阳市构建了由“城市快
警”“空中快警”“水上快警”“网上快警”
组成的空地巡防一体化新模式，可实现
1 分钟内出警，5 分钟内到达警情地点。
结合网格化管理、“雪亮工程”等一系列
社会治安举措， 不断扎牢民生“安全
网”。

10 月 12 日，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
院依法对李余等 27 名被告人进行公开
宣判：因犯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
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和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李余等
27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六个月至二十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黑恶势力， 是社会治安的一颗毒
瘤。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为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共建“平安衡阳”扫清了
障碍。 近年来，衡阳市严打“三贷三霸”
等黑恶犯罪，持续推进打“伞”破“网”行
动，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今
年以来， 全市治安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36.5%。

禁毒工作也是“平安衡阳”建设重
要一环。 近年来，衡阳市坚持“以防为
先、以打为主、以治为要、以人为本”的
原则， 把禁毒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重拳打击涉毒犯罪，狠抓毒品问题整治
和防毒拒毒教育，开创了全市禁毒工作
新局面。

平安衡阳，法治铸魂。 衡阳市在全
面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为全面深化
改革和建设美丽雁城保驾护航。 衡阳市
还不断加快法治阵地建设， 建立健全
市、县、乡、村、组五级普法队伍，推动法
治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衡阳通过开通“12368”热线，
开展巡回审理、假日法庭、速裁法庭，推
行网上立案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司法便
民服务，并借助新媒体平台接受广大群
众监督，让各类执法、审判活动在“阳
光”下进行。

平安，民生之愿、和谐之源。 如今，
走在衡阳街头， 平安和谐之风扑面而
来。 下一阶段，衡阳市将在推进法治建
设、打造过硬队伍和提升智能化水平等
方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衡阳”，努
力为增进人民福祉、维护全市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有‘朝阳群众’，南有‘衡阳群
众’”。

“有人在湘江五四村河区‘电打
鱼’。 ”近日，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接到
举报。 经排查，警方成功抓获嫌疑人，破
获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这是“衡阳群
众”成为社会治理“千里眼”以来发现的
线索之一。

今年初，衡阳市启动“衡阳群众”品
牌创建活动， 把全市干群培育成衡阳主
人翁、文明志愿者、平安守护人。“衡阳群
众”围绕“文明有序、秩序良好、社会稳
定、群众满意”的目标，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服务群众、惠及群众，让群众成为建
设美好家园的参与者、推动者、监督者。

“衡阳群众”积极发挥主人翁意识，
活跃在文明劝导、治安巡防、调处化解矛
盾、环境保护、扫黑除恶、帮扶社会重点
人群等工作前线，覆盖衡阳市各个行业、
各个层次、各个角落，城市治理参与感不
断提高。

和谐建设离不开群策群力。 今年 6
月底， 衡阳市整合 12345、120、119、110
服务热线，智慧城管等政府服务资源，推
出“衡阳群众”APP，很好地解决了一批
实际问题。

截至 6 月底，蒸湘区收集了贫困户、
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的 159
条微心愿，通过“衡阳群众”主动认领的
形式，实现了 142 个微心愿。耒阳市创建

“聂洲大爷”“五里牌大妈”等大批“衡阳
群众”子品牌，将“触角”深入到各个街
道、乡镇，从不起眼的小事中捕捉信息，
发现线索， 成为守护平安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力量。

“衡阳群众”让城市更文明、更有温
度。 胡中奇帮助在南岳走失的七旬老人
找回家人、 跳进洪水中用身体堵闸口的
村支书曹树东……在衡阳这座温暖之
城，涌现了大批像胡中奇、曹树东这样热
心的“衡阳群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诠
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守护着这座温暖之城、和谐之城。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74 万余名
“衡阳群众”成为了衡阳最靓丽的一道风
景线。

随着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好风
尚的深入人心， 如今的衡阳，“人人争当
时代雷锋， 人人乐当志愿者” 已渐成风
气。 衡阳市将继续做强做优“衡阳群众”，
让“衡阳群众”品牌一年见成效，两年出
成果，三年树品牌，五年成名牌，不断增
强衡阳群众的获得感。

数据显示， 今年全市注册“衡阳群
众” 共提供各类不文明行为线索 13000
多条，整改、纠正 12600 多条。 举报违法
犯罪线索 370 多条， 终止或破获犯罪行
为 340 多起。

“平安衡阳”共建共享

“衡阳群众”在行动

筑牢风险“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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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环境整洁靓丽，让居民更加快乐幸福。
彭斌 摄

今年 7 月， 衡阳市石鼓区耀江花园因
强降雨出现内涝，“衡阳群众” 协助受困居
民紧急转移。 陈毅 摄

衡阳市举行“辉煌七十年·衡州好家风” 廉洁演讲赛总决赛。 罗盟 摄

衡阳“空中快警”。 成俊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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