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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有我问安暖
——
—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开展“一标三实”工作侧记
荆门晚报通讯员 杨奎 闫春阳 文 / 图

“
我终于有户口了！ 终于也有身份证 要内容的“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集中采集
了！ 谢谢警察同志！ ”当 73 岁的老人高启 工作。 截至 3 月 7 日， 共采集标准地址
军拿到打印有他的名字的户口簿时，开心 269887 条、实有人口 251457 条、实有房
地握着民警文长彦的手不停致谢。
屋 106827 条， 实有单位 4706 条。 通过
高启军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从宝 “
一标三实” 信息采集工作成功抓获违法
源集团离职，因人户分离、未办理相关手 犯罪人员 12 名，服务群众 998 人次。
续，造成他 36 年的“黑户”生活。 原本以
“警察同志辛苦了，快进屋坐，我们马
为在农村生活，要不要这个户口无所谓， 上配合登记。 村里广播天天都在宣传‘一
没料到却因“黑户”、无身份证等问题无 标三实’呢！ ”在一农户家，村民李大爷积
法享受国家现行的医疗、 居住等诸多惠 极主动配合民警采录信息工作。
民政策。 东宝公安分局龙泉派出所一警
为了使“一标三实”工作达到家喻户
区民警文长彦在开展“一标三实”上门走 晓， 最大限度地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
访中获知了高启军所处的困境， 经多方 解、支持和参与，东宝公安分局多措并举
协调宝源集团、 子陵镇建泉村和两地所 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媒体进行广泛宣
属地的派出所，特事特办，共同为遭遇 36 传。 分局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协作，不定
年“黑户”的老人开通绿色通道，成功帮 时发布“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宣传稿
其补录户口。
件。 利用社区、微信群、QQ 群、平安东宝
这是东宝公安分局开展“一标三实” 官方微信等互动媒体， 扩大宣传覆盖面。
工作的一个剪影。“一标三实”工作的深入 各派出所民警以社区警务室为依托，会同
推进，让更多的民警走进群众生活，于细 镇街和社区干部深入社区、街道、镇村、单
微之处解民忧、送温暖。
位等场所宣传“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
2017 年以来， 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 工作惠民利民的重要意义。
局以“街不漏巷、巷不漏房、房不漏户、户
“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对公安的工作
不漏人”为工作准则，坚持逐户、逐人进行 就有多支持，一标三实让我们的工作更接
信息采集，认真组织在全区开展以标准地 地气。 ”牌楼派出所所长罗帅在走访群众
址和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为主 开展信息采集工作中深深感慨。

2 万余份宣传资料通过东宝公安民
警们的手，一张张递给了群众，赢得的是
数以万计的热情笑脸。走百村、入万户，磨
破脚皮、说干口水。 民警带来一句句安全
嘱咐，群众回赠一条条治安动态。
2 月 26 日， 龙泉派出所三警区社区
民警带领网格员来到建设街更新实有人
口信息，这时，一位老人走上前来，拉着民
警走到一旁：
“
民警同志，我要向你举报我
的孙子，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只有你们才
能管到他、才能救他了！ ”原来，老人的孙
子邹某（27 岁，沙洋人）一直被毒品纠缠
多年，导致外债累累，现独自一人租住在
一小区内，老人担心孩子从此毁了人生与
家庭，思忖再三，老人还是选择了向天天
在社区转悠的民警举报自己的孙子。获悉
该情况后， 民警迅速来到邹某的住处，将
其传唤到派出所。 经尿检，结果呈阳性。
去年 12 月 2 日前，在东宝公安分局
机关工作了 15 年的金伟平因工作需要调
到了荆门城郊牌楼派出所， 分管来龙村、
泗水桥村和牌楼村。 参警多年来，他头一
回到农村派出所工作， 派出所只有 6 人，
他两天就要值一次 24 小时的班， 非常辛
苦。为尽快进入角色，适应新环境，曾动过
5 次大手术，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的他克
服困难，每天穿行于各村，用脚步丈量着
一方平安。 在派出所办公室，很难遇上金
伟平， 却总能在辖区群众中看到他的身
影。 他随身携带了两块充电宝，这样就能
保证每天走访群众开展信息采集时手机
电量充足。 2 月 13 日，农历腊月廿八，金
伟平在牌楼村治保主任的陪同下，又圆满
完成辖区一村组的全部信息采集任务，他
开心地跟治保主任说：“这下可以过个安
心年了！ ”
为解决“一标三实”信息采集工作中
普遍存在的“入户难”问题，东宝公安将
“一标三实” 信息采集工作作为公安工作
践行群众路线、 密切警民关系的重要抓
手，认真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
作的新途径、新办法。 通过“一标三实”信
息采集工作，强制性促进警民互动，倒逼

民警走街串巷、走村入户，在信息采集中
学会做群众工作，让民警眼睛向下“接地
气”，成为辖区的“
百事通”“活地图”。
2018 年 2 月 9 日，我到浏河社区入
“
户采集信息， 在一出租屋内发现一名 68
岁的外地独孤老人，他没有户口，没有亲
人，没有生活来源……”这是东宝分局泉
口派出所浏河社区民警丁海林的一篇工
作日记。
这篇日记中记录的主人公姓苏，68
岁，重庆人。 1977 年，苏某与爱人离婚后
只身外出打工，几经辗转到了荆门，租住
在浏河社区竹园街一间 3 平方米的小屋
内。 40 年在外，苏某与老家亲人中断了所
有联系。 2018 年 2 月 9 日，丁海林走进了
苏某的家门，屋内除了一张床，只剩下简
单的做饭工具。 苏某既无身份证，也无户
口， 由于年纪过大， 有近 10 个月未打到
工，断了生活来源，吃了上顿没下顿。
眼前的一切刺疼了丁海林善良的心，
回到派出所后他立即与苏某原户口所在
地派出所联系，得知苏某户籍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被注销了。 通过双方努力，苏某
的身份才有了着落。
丁海林的爱心传递给了全所民警和
社区干部，眼看春节临近，大家捐款 600
元，带着米、面、油、肉等生活物资送到了
老苏家中，让他过上一个饱暖、愉快的新
年。
“2018 年 2 月 11 日 ， 对 独 孤 老 人
的关爱在继续， 争取让他能尽快回家，
安度晚年 …… ” 这 一 天 ， 丁 海 林 写 了 日
记。 春节后重庆老家传来了好消息：老
苏的亲人找到了！ 丁海林的愿望很快就
能实现。
他就是这样的人，22 年，他把一颗心
安放在社区，用爱心温暖一方热土，用坚
守维护一方平安，负责的辖区发案数连年
下降，他先后被评为“全省优秀责任区民
警”“全省优秀基层民警”。在开展
“一标三
实”信息采集工作中，他把工作当成服务
群众的又一种载体，想方设法去为群众多
办事实、多解决点困难。

文明在您心中，安全在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