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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
延扩散，防范境外输入成为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南桥镇防疫任务艰
巨，但始终绷紧严防严控这根弦，入
境防疫平安志愿者在疫情防控的一
线筑起了“前沿堡垒”。

南桥镇平安志愿者从社区、村
委岗亭撤下，马上补充至入境隔离
点、隔离酒店，马不停蹄一刻也不耽
搁，马上投入防控工作，从提前联系
入境人员、安排属地村居委对接、完

成隔离人员信息登记、服务好隔离
人员必要需求，细心之至，让人满
意。随着入境人数的上升，南桥镇隔
离点宾馆暂时观察点需抽调人员进
行防控工作和医学支持，得到消息
后，光明社区医院平安志愿者们踊
跃报名，“无论生死，不计报酬”，掷
地有声地诠释着“天使”使命担当，
纷纷赶到隔离前线，诠释了作为医
护人员不畏生死、逆流而上的担当。

平安志愿者继续奋战在隔离点

一线安保工作，疫情没有结束，我们
仍要继续，社区平安志愿者虽然做
着日复一日的防疫服务工作，帮助
入境居家隔离家庭买菜、拿快递、垃
圾分类，免去入境居家隔离人员生
活琐事的烦恼。归国留学生小玲意
大利返沪隔离之后却无法拥抱自己
的妈妈，因为妈妈作为隔离点平安
志愿者仍奋战在入境抗疫的一线，
为了疫情期间家人朋友的安全，主
动搬至乡下与他人隔离，就连意大
利归国的女儿也只能远远地看着，
俩人相对无言，只能隔着空气拥抱，
希望疫情之后我们都能紧紧拥抱。

疫情面前群众可以退缩害怕，
可志愿者只能向前，不谈报酬、不谈
休假、不谈恐惧，勇往直前。南桥镇
解放一居残疾人毛宇轩，虽身患残
疾但主动报名成为入境防疫平安志
愿者，值守在隔离点寒冷的冬夜，他
说，“天再冷我多穿几件衣服就是
了，平时居委很关心我，关键时刻我
也想奉献自己的力量！”

当前，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南桥
镇将继续把“防控、排查、管理、监
测、宣传”等工作细化至每个环节，
坚持一鼓作气、战斗到底，不获全胜
决不轻言成功。 （欧小凡）

4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许,奉贤交
警支队民警在西渡街道扶港路扶兰
支路路口执勤时，发现一辆迎面驶
来车辆有违反禁止标志指示的违法
行为,遂将车辆拦下进行处置。

司机贺某一开始对于民警指出
自己违法事实无异议，但听到民警
要就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贺某开
始寻找各种理由，试图以此达到让
民警放弃处罚自己的目的，民警在
竭力排除对方言语干扰的同时继续
进行执法程序。贺某见民警处置态
度严肃坚决，突然一改态度，声称自
己向来如此开车，同时指责民警有
意为难自己，对民警处罚表示不
服。尽管民警多次向贺某告知处罚
依据，开展明晰的释法说理，可贺某
非但没接受民警解释，还拒不配合
在处罚单上签字。就在此时，贺某
的妻子潘某突然从车辆后排夺门而

出，一把抢过民警手中的法律文书
撕个粉碎。面对潘某过激行为，民
警立即对其进行口头传唤，受到两
人再三阻挠。据此，民警对两人采
取强制传唤措施，遭到二人暴力抗
拒，导致多处软组织损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贺某和潘某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已分别被奉贤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原
本一起简单的交通违法行为，因为
当事人不理智演变成一起刑事案
件，最终由当事人自己吞下“恶果”。

据悉，奉贤交警近期正在开展
业务技能大练兵，加强对道路秩序
管理力度。警方提醒驾驶员和交通
参与者，如果对民警执法有异议，可
在执法行为完毕后携带相应法律文
书，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等正常途径
进行解决。切不可以身试险，暴力
阻抗民警执法。 （毕迎春）

4 月 26 日，奉贤区行政争议联
合调处中心揭牌签约仪式在奉贤区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举行。这是行政
案件集中管辖后，奉贤区为加强司
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推进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强化诉源治理，
做实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将行政争
议纳入“大调解”格局，细化市域社
会治理的又一创新举措。

市高院、市司法局、市一中院，
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动。市高
院、市司法局、市一中院、闵行区法
院、奉贤区法院、奉贤区政府、区司
法局相关负责同志、行政机关代表、
法律顾问代表、媒体记者等50余人
参加。副区长王建东主持揭牌仪
式。

市司法局刘言浩副局长与市一
中院澹台仁毅副院长为奉贤区行政
争议联合调处中心揭牌。奉贤区司
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权与闵行
法院、奉贤法院签署《奉贤区行政争
议联合调处中心合作框架协议》。

奉贤法院何斌院长代表组成联合调
处中心的三家单位发言。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龙华
在致辞中指出，行政争议联合调处
中心签约揭牌，是我区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践行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打造一流社会治理的大事。
要把行政争议联合调处，与社会治

理创新有机结合，与促进依法行政
有机结合，与解决群众诉求有机结
合，努力打造具有奉贤特色的行政
争议实质性解决模式，形成可借鉴、
可复制的“奉贤经验”。

仪式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奉贤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法院诉调对
接中心。 （王湛雷）

在基层，一旦老百姓发生矛盾
纠纷时，容易产生“蝴蝶效应”，引发
事态蔓延。对此，海湾镇在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工作中，着力在“人、房、
事”上下功夫，建立了“人口管理、房
屋管理、事务管理”三大中心，形成
了一张神奇的“人、房、事”防控网。
这张网的建立有效提高了政府对社
情民意的感知度、灵敏度，特别是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显著作
用，助力海湾镇实现了无“疫”情目
标。让居住在这里的群众深感安宁、
祥和、幸福。老百姓称这张神奇的防
控网是守护海湾的“平安网”。

疫情前期，海湾镇星火二居委
海滨一村楼长许杨宏在对所管辖楼
组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家户主
过世后空关半年的房屋突然有人入
住，觉得可疑。随即将这一情况向块
长反映，块长及时向居委干部作报
告。居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派人
口协管员上门进行核对。经了解，原
来是户主儿子邱某入住。过了两天，
邱某找到社区民警，请求帮助调解
家庭矛盾纠纷。事情经过是这样：邱
某父亲过世后，留下一套房产。邱某
在忙完手头紧要事后，特意从外区
赶来，与居住在附近的 2 个姐姐商
讨房产变卖前房款分配的比例问
题。谁知不仅商讨未果，而且三方还
发生争执。民警马上与桂英调解工
作室取得联系。为避免矛盾进一步
激化。最终姐弟三人顺利达成协议。

探究它的神奇之源，可以归结
为以下“三精”：人口管理精准化。通
过建立“一警二员三片长”服务机
制，让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居委副书
记或主任助理，社区民警下层居委
从以往“约定式”变为“蹲点式”办
公，与居民“零距离”接触，为居民解

决事务“跨前一公里”。
发挥社保队员、人口协管员、居

委干部、片长、块长及楼长“五级网
格”作用。健全要素齐全的《人口信
息管理系统》，通过“E”通行扫码、

“随身码”人口信息更精准。采取“人
防+技防”措施对辖区常住人口和
流动人口坚持动态跟踪掌握、重点
关注特殊关爱对象即时动态跟踪，
整合司法所、社会组织欣怡帮教工
作室等资源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
工作，做到人员底数清、动态明。

房屋管理精确化。建立“一楼一
册、一户一表”档案，分清公租房、商
品房、廉租房等每一户房屋性质类
型，准确掌握管辖区域内房屋空置
或者使用状态，并对房屋内使用对
象的老、弱、病、残等特点进行标注
分类。制定《关于海湾镇租赁房屋管
理办法》，发挥居委、物业、业委会

“三位一体”的作用，房屋出租人、出
租房屋承租人到物业公司备案，对
居住租房人员签订承诺书，确保房屋
信息数据、承租人信息管理精确化。

事务管理精细化。对镇区域大
网格片长、块长、楼（点）长等相关人
员落实相应职责，要求他们每天走
访居民住户，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每
天梳理汇总相关信息，特别是对辖
区内综治、信访、出租屋等各类信息
加强收集；每天上报信息。遇有涉及
社会安全稳定的信息，由所在区域
和社区民警进行及时研判预判，根
据事态严重程度采取相应处理措
施，努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通过“人、房、事”防控网，海湾
镇的人口信息登记准确率明显提
高，与去年同期相比：110报警案件
下降29%、交通安全案件下降26%，
治安盗窃发案率下降6%。（刘 新）

“我在地下车库准备驾车离开
时，有人从背后偷袭了我......”被害
人张某回忆说，“我整整被他们夫妻
二人拘禁了11天才获得解救”。

2019 年 6 月 2 日，张某在青浦
区某地下车库，刚走到自己车边，就
有人从背后偷袭了他，不停地用拳
头击打他的头部和身体。张某回过
头才看到是犯罪嫌疑人李某和印某
夫妻两人在打他。接着，张某被打
晕了过去，迷迷糊糊地被他们夫妻
二人拖到了一辆车上。

二人用绳子绑住张某手脚，接
着由印某驾车，李某在后排看守张
某，二人将张某带到奉贤某鱼塘旁
边的小屋里。他们用铁链的一头拴
在张某的右脚脚腕，另一头拴在铁

床的床脚下。白天由印某催促张某
打电话给家人要钱，如果张某不打
电话，印某就用木棍打他或者用开
水烫他，每天只给张某吃两个馒头，
晚上由李某负责看护他。就这样，
张某一直被限制人身自由。是什么
仇怨让李某二人如此痛恨张某呢？

原来，2013 年，张某因经营化
工厂需要向李某二人借 250 万元，
双方约定借款期限是一年，每个月
张某还利息62000元，加上本金250
万元，一年后总共还款324.4万元。
张某还了半年利息加 80 万元本金
后，资金链断了，剩余钱款至今没还
清。2014年，张某又和李某二人一
起开饭店，二人投资 400 万元人民
币，后期饭店亏损，二人认为张某应

该将 400 万元还给他们。就这样，
双方因债务问题，二人托人定位张
某的位置，将他非法拘禁 11 天，经
鉴定，被害人张某构成轻微伤。

犯罪嫌疑人印某、李某采用暴
力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
行为均已触犯刑法，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属共同犯罪。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对印某、李某判
处刑罚。

在法治社会，即便双方有债务
纠纷，也应该采取合理、合法的途径
要账。像李某二人这样，采取非法
拘禁索要钱款，非但没有把钱要回
来，自己还要吃官司。 （吕亚南）

奉贤区又有新招

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平安有你 动人故事
——平安志愿者筑起涉外疫情防控“前沿堡垒”

撕毁法律文书还攻击民警
“夫唱妇随”双双被罚

——奉贤警方处置一起妨害公务案件

因债务纠纷被非法拘禁11天

一张神奇的“人、房、事”防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