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工会人

———记公交保修四厂工会干事田维维
□通讯员 李小雷

职工心中的“知心姐姐”

———记北京市大兴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乔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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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打造平安大兴
□本报记者 孙艳

他发明了 “三联一促” 工作
法巧解 “拆除腾退 ” 难题 ， 从
2013年开始大兴区拆除腾退土地
3万多亩 、 违法建房2000多万平
方米， 村民上访上诉零记录； 他
的科技创安工作巧妙， 先后推进
的科技信息建设工程撒下天网，
偷遍北京四九城的老贼带着徒子
徒孙来大兴打牙祭， 来一次栽一
次； 为守好首都南大门， 他提出
了 “腾、 租、 借” 工作法， 破解
了外围防线建设难题……

经过多年努力， 在他的带领
下， 大兴区连续多年被首都综治
委评为先进区县， 2016年在首都
综治考核中名列全市第二。 要问
这些事的推动者是谁？ 他就是倾
力打造平安大兴的乔书记， 北京
市大兴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乔
登林。 今年， 他获得了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称号。

“三联一促”
巧解 “拆除腾退” 难题

西红门镇地处大兴区最北
端， 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存在
流动人口多、 低端产业多、 安全
隐患多， 基础设施差、 环境卫生
差、 社会治安差的 “三多三差”
现象。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问题 ，从
根本上改变城乡结合部环境面
貌，2013年，西红门镇准备推进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试点
工作———通过 “拆除腾退 ”，建设
高端产业园区，同步还原绿地。

如此大范围的“拆除腾退”工
作，不免引发群众的各种议论。

“挺好的房子 ， 非得拆了 ，
为什么？” “拆除可以， 补偿给
少了我不干！” “我的地十几年
前就租出去了， 现在说拆就拆，
哪那么容易……”

面对一些群众的不满， 一些
干部犹豫了 ， 到底实行不实行
“拆除腾退 ” 决策 ？ 关键时刻 ，
乔书记在 “拆除腾退” 动员大会
上鼓励大家说 ： “‘拆除腾退 ’
工作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势在必
行！ 因为只有通过城乡结合部改

造， 通过拆、 建、 还绿， 才能彻
底改变 ‘三多三差’ 的现状， 才
能实现长治久安。”

“拆除腾退 ” 工作规模大 、
涉及面广、 风险隐患多， 如何稳
步推动这项工作？ 他建议把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要位置， 并
带领广大政法综治干部投身到
“拆除腾退” 工作中， 按照 “健
全法治保障、 维护公平正义、 促
进平安建设” 的思路， 运用法治
思维， 解决在 “拆除腾退” 工作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他协助镇政
府出谋划策， 通过集思广益、 凝
聚共识 ， 最终确定了 “三联一
促” 的工作方案。

第一联， 联系企业———成立
党员干部联系企业政策宣传小
组， 组织学习和熟悉业务知识、
有关政策等 ， 发挥他们熟悉民
情、 政策的优势， 深入到企业当
中积极开展宣传发动、 签订 “拆
除腾退” 协议等工作。

第二联， 联系亲朋———党员

干部通过走访房主亲戚、 朋友、
老邻居等多种关系人， 以叙旧、
拉家常等方式， 耐心细致地做房
主的思想工作， 用诚心获得他们
的理解、 支持和配合。

第三联， 联系群众———党员
干部通过深入基层群众 ， 访民
情、 听民声、 顺民意， 把群众愿
望作为第一信号， 在尊重民意的
基础上开展 “拆除腾退” 工作。

通过 “三联”， 达到了促进
“拆除腾退 ” 工作的效果 。 自
2013年至今， 村民对这项工作的
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5%左右， 并
一直保持上访、 上诉零记录。

在 “拆除腾退” 工作期间 ，
乔书记的爱人检查出乳腺癌， 但
由于拆除腾退工作进入攻坚期 ，
他除了在爱人手术当天去过一次
外 ， 后续治疗他一次也没有陪
过。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他说：
“真的是非常对不起相濡以沫的
爱人， 但是为了政法事业、 为了
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和社会稳定，

我 的 这 些 牺 牲 和 付 出 ， 都 是
值 得 的 ， 对得起 ‘拆除腾退 ’
的群众。”

巧用科技手段
提升政法综治能力

50多岁的 “胖头鱼” 是北京
的盗窃老手， 可近日他的徒子徒
孙竟然全都栽在了大兴区一个有
名的大型商圈。 “胖头鱼” 越想
越生气， 点也太背了， 70多万平
方米的大商场， 怎么那么没出息
就让人家给抓住了！

不服气的 “胖头鱼” 亲自带
着徒子徒孙来到这家商场大显身
手 ， 没想到刚出手就被抓获 。
“胖头鱼” 还是不服， 再来， 结
果又被抓获。 “胖头鱼” 之后才
弄明白， 栽在大兴， 不是因为点
背， 而是栽在了大兴的天罗地网
之中。

原来， 为了解决类似大型商
圈的治安防范问题， 由乔书记牵
头， 将人脸识别技术率先应用在
了这些地方 。 犯罪嫌疑人一进
门， 就已经被雪亮的监控探头盯
上了， 栽跟头是必然的。

大兴区的科技信息化建设 ，
可追溯到2010年。 当时为解决流
动人口和出租房屋 “底清 、 数
明” 的问题， 他牵头研发了信息
动态录入移动终端， 实现了 “及
时采集、 及时录入、 及时迁移、
及时注销”。 他意识到， 科技信
息化应用将是未来政法综治工作
的大趋势 ， 就这样 ， 他提出了
“智能智慧、 预防预警、 方便高
效” 的科技信息化理念， 一步步
将科技信息化建设融入到政法综
治工作当中。 他先后推进了基层
综治中心科技信息平台、 天网工
程、 雪亮工程等项目建设。

近年来， 大兴在科技信息化
建设上的投入高达6个多亿， 他
牵头实施了区、 镇街、 村社三级
综治信息平台建设， 新建高清监
控探头4000余个， 基本实现了重
点部位、 重要场所、 公共区域视
频监控系统全覆盖， 人脸识别、
动态捕捉等高科技手段为公安机

关打击破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守住首都南大门
破解外围防线建设难题

2015 年 “ 9·3” 大 阅 兵 、
APEC峰会在北京先后举办。 大
兴是京畿要道， 要想守住首都的
南大门， 没有检查站怎么行， 可
当时从外省市途经大兴， 通往北
京市区的大小道路有60多条， 检
查站却只有一个。

当年5月初， 按照全市统一
部署， 由政法委牵头， 大力推进
外围治安查控防线建设。 建站可
以， 可资金、 地方呢？ 乔书记向
区委、 区政府领导汇报， 跑财政
局、 发改委， 7200万元专项经费
落实了， 但建设用地却没着落。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 他提出
了 “腾 、 租 、 借 ” 分类施策办
法。 腾， 就是对国有土地， 协调
林业、 畜牧、 交通等产权部门，
把建设用地置换过来； 租， 就是
对承包出去的土地 ， 协调镇政
府、 村委会和承包人， 把地租回
来； 借， 就是借用相关企业事业
单位闲置用房， 作为建站和驻地
用房。

他不单提思路、想办法，还切
实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腾、租、
借这三个字，说着简单，但当时的
困难，只有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就
拿租来说，村里把地租出去了，有
合同、有协议，承包人开始是一万
个不愿意。他就带着镇里、村里的
同志，来回来去跑了十多趟，面对
面去做工作，软磨硬泡，人家才答
应下来。 “人家承包人为了国家事
业牺牲了个人利益， 我们也适当
地提高了租金，实现了双赢。 ”乔
书记说。

由于找准了症结， 用对了办
法， 8个公安检查站和44个群防
群治卡点在全市率先建成运转 。
截至2016年底， 大兴区外围治安
查控防线累计检查车辆569万辆，
检查、 抓获、 截获各类违法人员
2000余人， 收缴管制刀具等违禁
物品3000余件， 充分发挥了首都
南大门的钢铁屏障作用。

“职工们有困难第一时间来
找我， 是对我最大的信任！” 这
是公交保修四厂工会干事田维维
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2007年初， 刚从基层调到工
会工作的田维维， 看到身边的职
工因病致困， 家人愁眉不展的面
容， 深深地感受到意外伤害和疾
病是对一个幸福家庭最沉痛的打
击。昂贵的医疗费用，让身处工薪
阶层的职工负债累累难以承受。

恰逢此时， 北京市总工会出
台了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
划》， 为患病职工带来福音。 由
于当时宣传不够， 许多职工对互
助保障计划知之甚少， 参保的职

工更是寥寥无几。
一边是患病职工急等用钱 ，

一边是互助保障计划无人问津。
为了宣传好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
保障计划》， 让患病职工都能享
受到互助保障计划带来的实惠，
减轻职工的经济负担， 田维维拿
出了 “吃奶” 的劲儿。 不仅自己
设计宣传展板、 印制宣传手册，
还利用休息日到患病职工家 “串
门”， 向职工家属普及参保知识。

当时厂里有一些年轻职工 ，
对参加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计划》 有抵触情绪， 认为自己身
体健康， 用不着参加互助保障。
田维维知道后， 主动当起了义务

宣传员， 利用工余时间给这几位
职工 “脑补” 互助保障常识， 并
告诉他们互助保障是一种保费低
廉、 保障力度大、 手续简便、 赔
付及时的互助互济保障活动。 职
工只需缴纳103元保费 ， 当出现
患病或意外灾害等情况时， 将可
获得万元到数万元不等的赔付。

田维维的真诚打动了他们，
几个年轻人都成了参加 《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的积极分
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田维
维的宣传 “攻势” 下， 班组职工
们积极响应， 由过去的消极参保
变成主动参保。 10余名患病职工
先后在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计划 》 中得到了互助金 。 工会
“知心姐姐” 的称呼也在职工中
间传开了。

“做职工的贴心人、 娘家人”
是田维维的座右铭。 每当提起厂
里患病职工的情况， 她都如数家
珍。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田维
维还为 “老病号” 们建了爱心档
案， 逢年过节都不忘将工会的温
暖送到他们的手中。 每次接到职
工的患病求助， 田维维都在第一
时间上报有关材料， 使符合赔付
条件的职工及时得到赔付， 绝不
让患病职工多跑一步路 。 几年
间， 在田维维和她的同事们的不
懈努力下， 参加 《在职职工医疗
互 助 保 障 计 划 》 的 职 工 达 到
100%， 投保金额逐年增长。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每当
问起对工会工作有何展望时， 田
维维总是毫不犹豫地说： “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更多的患
病职工渡过难关， 做职工心中称
职的 ‘知心姐姐’。”

奖章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