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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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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金坛市鑫豪特种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为 30600051/20360439、出票金额为壹拾柒万元、出票人为中
铁隧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月 8日、收款
人为上海企祥钢结构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8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发郑州农业支的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海浩高压法兰管件集团天马管件有限公司因其

持有的票号为 31300052/24916191、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出
票人河南开封高压阀门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5 月 28
日、收款人为开封高压阀门铸钢有限责任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11月 28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政通
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常顺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30500053/24684796、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出票人为郑州中
信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收款
人为鄢陵县佳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
9月18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佳禾昱众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为 30600051/20844625、出票金额为伍万元、出票人为河南正
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收款人为
申请人、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2月25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
款行为广发银行郑州航海东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潍坊姿璇经贸有限公司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为

30700051/31317888、出票金额为伍拾伍万元、出票人为邢台
凯尔瑞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7月 3日、收款
人为河南瑞创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
月2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30500053/22880833、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出票人为郑州汪
腾湖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24日、收款人为郑
州市美联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7月 24日、
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持有的票

号为 30500053/26053807、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出票人为河
南美景天成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0月 8日、
收款人为郑州永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4
月1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
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濮阳市朝星商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31300052/25210270、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出票人郑州源纺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10日、收款人为河
南兄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月10日、持
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惠济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门峡三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30500053/26011866、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出票人为郑州贝
丰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3日、收款人为郑州
零玖捌商贸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3月23日、持票人
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商都路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兴嘉和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10400052/25150190、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出票人为郑州世
纪精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收款
人为上海欣帕热敏陶瓷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11月
29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银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
区支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臧建福（系北京建实宏达机械设备销售中心业主）
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分 别 为 31300052/25212714、 31300052/

25212700、 31300052/25212698、 31300052/25212699、
31300052/25212696、 31300052/25212695、 31300052/
25212694、 31300052/25212693、 31300052/25212697、
31300052/25212715、出票金额均为贰拾万元、出票人均为河
南尚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均为2014年7月29日、收
款人均为焦作市冬强灯具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均为2015年1
月29日、持票人均为申请人、付款行均为郑州银行嵩山南路支
行的十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智荣电子薄膜开关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分
别 为 30500053/26034434、 30500053/26034430、 30500053/
26034433、出票金额均为壹拾万元、出票人均为郑州沸鼎餐饮
服务有限公司、出票日期均为 2014年 9月 4日、收款人均为郑
州曲歌食品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均为 2015年 3月 4日、持票
人均为申请人、付款行均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的三
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任思防因遗失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 受 理 ，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 汇 票 号 码 为
3100005124260868，面额为 2万元，出票人开封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7月23日，收款人洛阳润达精密轴承科
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洛阳涧西支行，
付款行浦发开封分行营业部，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1月 23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金蔡伦纸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票号为 31300051 31941696、出票人全称鹤壁市人民医
院、出票人账号 5000951300016、出票日期 2014年 10月 17日、

付款行全称鹤壁银行九华支行、收款人鹤壁市康友商贸有限公
司、账号 5008507500021、开户银行鹤壁银行九华支行、出票
金额157万元、汇票到期日2015年4月17日、承兑协议编号为
2014年银承票字第02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
无效。 [河南]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贵州三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因遗失付款银行：长沙银
行鼎城支行，票据号为：31300051-26846417，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5万元、出票人为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5年1月28日、票据已转让的银行汇票壹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钢上海钢材加工有限公司因其将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3020005322336854、出票金额为10万
元、付款人为长春英利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吉林省德立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3年3月11日、到期日为2013
年6月11日、付款人开户银行为中信银行长春分行。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尔滨市康隆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方正分公司申请公示催
告一案，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告判决如下：
一、宣告票据号码为30300051 21400652，出票人为长沙恒生保健
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沙万众保健品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1月16日，付款日期为2014年7月15日，票面金额为伍万元
整，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哈尔滨市康隆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分公司有权向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请求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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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人口专项组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深化平安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协调各
成员单位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一、出台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措
施。2013 年以来，公安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系统总结各地经
验，梳理研究突出问题，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认真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和数据测
算，形成《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稿。此外，公安部还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形成《居住证管理办法》草
案呈报国务院，提出全面建立居住证制
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
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机制，并作为申请登记居住地常住户口
的重要依据。

二、深化流动人口服务和权益保障

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形成《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
务工作的意见》，已经今年7月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各地深入开展“春风行
动”，依托全国招聘信息公共服务网，为农
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深化以流
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流动人口子
女义务教育政策。推进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农民工工
资支付专项检查和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
理整顿，以小微企业为重点全面实施劳动
合同制度，保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巩
固扩大农民工参保覆盖面。

三、推进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
设。公安部会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共建
单位积极开展项目立项和实施工作。

四、改进境外来华人员服务管理
工作。公安部积极推动《出境入境管
理法》 和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
例》颁布实施，健全出入境管理制度
和外国人签证管理等具体规定。

下一步，实有人口专项组将认真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围绕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
标，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协调各成
员单位深入做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努力为推进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
做出新贡献。一是全力推动中央户籍
制度改革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二是
积极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立法
工作。三是扎实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相关工作试点。四是进一步深化境
外来华人员服务管理。

特殊人群专项组及各成员单位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平安建设的
决策部署，大力加强特殊人群管理服
务，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实现了
新发展。

一、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一是
大力加强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重
点加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专门
机构建设，建立了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
作队伍。二是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保障能
力建设。三是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在经历了试点、扩大试点和全面
试行后，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各地大力加
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
和社会适应性帮扶，取得显著成绩。下一
步，要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工作任务，积极
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大力加强机构队伍建

设，提高社区矫正保障能力，推进社区矫
正工作健康发展。

二、切实加强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
教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大力加强刑满释放人员衔接管理和教育
帮扶。一是加强对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
训和出监教育。二是加强刑满释放人员
必接必送、无缝衔接工作。三是积极推
进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四是加强对刑
满释放人员的社会救助。

三、大力加强吸毒人员教育挽救工
作。按照中央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
指示精神，大力加强吸毒人员教育管理
和戒治工作，推进戒毒工作基础设施建
设。一是做好废止劳教制度后续衔接工
作，将劳教管理转向戒毒管理职能。二
是召开全国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会议，对

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做出全
面部署。三是健全组织机构。四是大
力加强制度建设。五是大力提升保障
能力。六是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吸毒人
员查处管控行动。

四、进一步做好有肇事肇祸倾向
精神病人和艾滋病危险人群防控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意见，
切实做好对精神病人和艾滋病危险人
群的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帮困扶助工
作。一是进一步完善有肇事肇祸倾向
精神病人的救治救助政策措施。二是
不断完善艾滋病防治政策体系。

这次会后，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
神，进一步做好专项组各项工作，为
平安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中央综治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 （“两新组织”） 专项组及
下设各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围绕发
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平
安中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相互协
调、共同推进，全面落实服务、管理
各项措施。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社
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平安中国建设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工作中也面
临一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按照依法治
国的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统领，不
断加大组织、协调、督导力度，推动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工
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进一步促进法律政策的完善。
按照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继续促进
相关立法以及配套政策文件制定工作。

二是将平安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
重要目标。动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中的党员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共
同做好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

三是进一步深入开展“平安企业”
等创建活动。把非公有制企业单位履行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保
障等社会责任的情况纳入基层平安创建
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推动各方加强重点
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切实防范和遏
制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研究出台社会组织税收优
惠、人才发展等扶持政策，进一步培
育发展相关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力度，将适合由社会力量承
担的社会治安防控、矛盾纠纷调解等
平安建设任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
性目录，通过竞争性选择等方式交给
社会组织承担。注重发挥人民团体联
系、服务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
作用。

五是进一步强化考评推动。围绕
平安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完
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服务
管理相关的综治考评指标。

创新社会综合治理 深化平安中国建设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全体会议发言摘要

全面提升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中央综治委委员、实有人口专项组组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杨焕宁

大力加强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中央综治委委员、特殊人群专项组组长、司法部部长 吴爱英

推动“两新组织”取得新进展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两新组织”专项组组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 陈训秋

编者按：

2014年10月17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全体会
议在京召开，中央综治委8个专项组负责人就工作进展等情况
作了汇报。平安中国建设任务繁重艰巨，许多问题需要各部门
共同治理、全社会共同应对，需要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中央

综治委以及各专项组、各成员单位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
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同配合，落实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了社会
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取得了明显成效。本版特刊登中央综治委
有关专项组的发言摘要。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切实
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作为平安中国
建设的一项源头性、基础性工程，稳
步推动各项工作。我们把有不良行为
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流浪乞讨未
成年人等作为重点工作对象，联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
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试点，明确了5类重
点群体的具体工作定位和工作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中央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着力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抓好重点青少年群体工
作。当前的一个重点是完善考评指标体

系。考虑到青少年涉及命案的数据是
反映违法犯罪趋势、体现“预青”工
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专项组计划增加
考核指标，牵住治理命案这个“牛鼻
子”，推动各地加大遏制涉及青少年
的极端恶性刑事案件工作力度。

二、广泛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
育。当前的重点一是加强民族地区青
少年法治意识的培养，引导各族青少
年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二
是教育青少年认识毒品特别是新型毒
品的危害，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三、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实
施。完善法律体系方面，团中央接受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委托，正在起草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初稿。同
时，积极推动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重点针对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
专门教育还比较薄弱的情况，对涉罪
以及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采取必要
的干预矫治措施。

四、加强专业工作力量建设。
推动各地落实 《加强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推动各地在省会城市和有条件的大
中城市改建或新建一所专门学校，
并鼓励探索专门教育的其他有效载
体。

社会治安专项组及各成员单位把群
众对平安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努力方向，
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全面加强社会治安
工作，提高动态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
局势的能力，确保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
稳定，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安全感。

我们将按照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的要求，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推动加强整体规
划，完善以情报信息、实战指挥、部门

联动、区域协作等为重点的立体化社
会治安防控运行机制。

二、抓好社会治安形势分析研
判。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形势分析研
判机制，拓展情报信息搜集渠道，强化
信息资源整合，提升分析研判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通过准确研判引领实战。

三、深化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
整治工作，细化社会治安重点地区认
定标准和程序办法。

四、依法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毫
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打方针，适时开
展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惩治涉枪涉

爆、涉恐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黑恶势
力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违法犯罪活动。

五、大力加强平安创建活动。深入
开展平安县市、平安乡镇、平安社区、平
安家庭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平安创建活
动，深入开展行业平安创建活动。

六、探索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参
与的新机制新办法。积极发展壮大
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区志
愿者等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群
防群治力量，推动群防群治队伍规
范化建设。

依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组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秦宜智

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公安部副部长 黄 明

法律政策专项组各成员单位依法履
行职能，推动法律政策措施出台，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在涉及平安建设方面的立
法主要有，修改劳动合同法，修改环境
保护法，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
特种设备安全法，修改安全生产法，研
究修改刑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对刑
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含义和适用
范围作出解释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
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
试点工作。同时还针对司法实践的需

要，发布或联合发布了多个关于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律政策专项组将以此次会议为
契机，改进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一
是做好刑法修改，根据中央精神和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 （九），完
善死刑法律规定，再次减少一批适用
死刑的罪名；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
要，并针对暴力恐怖、极端主义活
动、网络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方面出
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完善刑法及相
关规定，充分发挥好刑法在维护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
用。二是推进反恐怖主义方面的立
法，根据反恐怖斗争的需要，总结实
践经验，对反恐怖安全防范、情报预
警、应急处置等作出明确可操作的规
定。三是继续做好反间谍法的修改完
善工作。四是为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适应平安建设
的需要，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
求，积极推进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安
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
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为依法治国提供制度保障
中央综治委委员、法律政策专项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李适时

进一步做好护路护线联防工作
中央综治委护路护线联防专项组成员、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 杨宇栋

我们将按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
设平安中国的要求，积极推进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进一步做好护路护线联防工作。

一、着力提高平安路、线建设的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有关工作方案，
推动平安路、线建设有序有效开展。铁
路护路联防方面，将平安铁路创建纳入
各级铁路护路联防组织日常工作主要内
容，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二、切实增强涉路涉线突出治安

问题和重点区段排查整治、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针对性、实效性。
因地制宜开展专项行动，进一步完
善长效机制；用好综治领导责任制
重要政策措施，确保“两个排查”
见到实效。

三、加快创新路、线立体化治安
防控体系。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建
设，完善立体化路、线治安防控运行
机制。铁路护路联防方面，优先抓好
高速铁路护路联防工作，逐步提高治

安防范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四、全面提高护路护线联防工作

法治化水平。加大护路护线联防工
作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力度，与
有关部门加强沟通，推动电力、电
信等行业行政立法工作，为打击盗
窃破坏公路航道设施、盗窃破坏高
速铁路设施、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盗窃电能等犯罪以及解决损坏通信
线路民事赔偿等问题，提供有力的
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