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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交通畅通的路口，有他忙碌的身影；在每一次夜查行动中，有他坚定的执守；在每
一个群众需要的地方，有他挺身而出的温暖……

他叫高伟，是米脂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自2005年参加公安交通管理
工作以来，他十余年如一日，像一盏守护米脂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的红绿灯，始终坚守在交管执法
一线，尽职尽责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忠实履行着人民警察的誓言，舍小家保大家，换来
一方平安。

发挥基层党组织领
导作用，筑牢扫黑除恶
“防火墙”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关键之举。
榆阳区充分发挥各基层党组织在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的政治功能，
筑牢扫黑除恶“防火墙”。利用乡
村大讲堂、“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多种途径，在全区唱响扫黑除恶
的主旋律。同时，鼓励广大党员干
部行动起来，凝聚起党员干部群众
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强大正能量。

为了引导群众敢于发声、敢于
亮剑，榆阳区委组织部印发了《榆
阳区村主要负责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承诺书》，倡导村主要负责人
带头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时

引导群众打消思想顾虑，积极提供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其间，在软弱
涣散村、重点难点村、信访问题突
出村等开展涉黑涉恶排查，并加强
同区扫黑办对接，全面梳理村干部
涉黑涉恶线索。

整治软弱涣散党组
织，铲除“黑恶”滋生土壤

如何筑牢基层党组织的“铜墙
铁壁”，让黑恶势力无可乘之机？
榆阳区对2018年确定的25个软
弱涣散村党组织和市委组织部确
定的第一批5个压茬整建后进村，
实行区级领导和乡镇党委书记包
抓、选派第一书记进行帮扶指导的
整顿机制。

榆阳区坚持“一村一策”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对一些历史遗留问

题较多、民主管理混乱的村，进行
专项清理；对一些群众意见较大、
上访现象较为严重的村，拟定矛盾
化解的措施和办法，将问题逐步解
决；对一些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
济基础薄弱的村，通过引入项目、
投入资金等方式，完善办公场地、
活动场所建设，培育富民增收的主
导产业。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筑牢坚强战斗堡垒

打铁必须自身硬。榆阳区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让黑恶势力无法生存、无机可
乘。该区以提升基层组织力为重
点，选拔政治素质强、服务本领强、
担当意识强的人选进入村“两委”班
子。换届过程中，区委组织部会同

纪检监察、国土、环保、公检法等部
门，对候选人资格条件进行资格联
审。其间，通过资格联审，有34名
村“两委”候选人初步人选被取消资
格，坚决防止“村霸”进入村班子。

同时，通过深入群众，全面了
解基层真实情况，面对面探讨研究
解决办法。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
2019年度《榆阳区软弱涣散村销
号台账》，对软弱涣散村实行动态
更新调整。此外，适时开展村“两
委”换届选举“回头看”，再一次对
村“两委”换届选举程序、标准、纪
律等进行查漏补缺，详细对照村党
组织候选人“五选八不选”资格条
件，对现任村“两委”班子进行“体
检”，其中2名村党支部书记、1名
村主任被免职，坚决做到选好配强
村“两委”班子，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榆阳区

筑牢基层堡垒 铲除“黑恶”土壤
本报通讯员 闫永峰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榆阳区坚持边扫边建边治，
把狠抓基层治理、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为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多举措夯实扫黑除恶组织基石，扎实做好基
层党建各项工作，从源头上遏制消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开栏语
近年来，榆林公安交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公

安交管改革创新，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缓堵保畅以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工
作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榜样，市文明办与公安
交警支队联合评选表彰了全市第二届“十佳交警”“十佳辅警”。本报从即日起，
陆续报道我市“十佳交警”“十佳辅警”的先进事迹，从而调动广大交警辅警争先
创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促进全市道路交通管理服务再上台阶。

“我们的舞台在路上”
“您好，麻烦接受酒驾检查!”已

经是深夜十二点了，王永飞和同事
们正在执行严查酒驾醉驾交通违法
任务。

“雪后气温下降，路面湿滑、能
见度低，各位驾驶员小心观察路况
通行情况并减速慢行！”大雪过后，
王永飞在道路旁不停地提醒着司
机们。

“老人家，闯红灯真的很危险！”
十字路口，一老人推着一辆三轮车
闯红灯，王永飞先护送其过马路后
对其进行教育。

这样的画面是王永飞日常工
作的真实写照，对于他来说，岗位
虽然很平凡，但却有着莫大的成就
感。“‘在路上’是我们交警的工作
常态，每天除了巡逻，还要快速出
警，及时处理道路上出现的一切突
发情况，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就算
经常忙到没时间吃饭，我也无怨无
悔，心里更多的是踏实、有劲。”王
永飞如此说道。

“我们的工作本质是服务”
2010年，曾经当兵的王永飞转

业成为一名交警。9年来，他始终
将“交警就是服务”这句话铭记在
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服务群众的使命。
交警执勤形象是城市文明形象

的一个小缩影，王永飞在一言一行
中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标准规范
执勤、优质热情服务”。每次上岗
前，他都会提前到岗，一遍遍练习指
挥手势。有时候同事和他开玩笑
说：“都这么多年的老交警了，还提
前练习手势呢！”他回答：“咱们做手
势看着‘简单’，可是关乎生命，一定
要规范！”

为能给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王永飞始终坚持“接待热情一点、态
度和蔼一点、说话温和一点、处理公
平一点”，让老百姓在体会到执法公
正无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有温度的
关怀。“我们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交通违法，不是说处罚了就完事了，
还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要俯
下身子和他们从心底去沟通。”王永
飞说。

带着“群众的事无小事”的初心
和使命，王永飞带领中队组织开展
缉查布控、互联网注册、“黄标车”报
废工作，走企业、进学校排查安全隐
患并推广安全宣传，发动群众加入
交管“互联网+”便民平台……一直
忙碌在为老百姓服务的路上。

“从警9年，我无怨无悔”
“白加黑，5+2”是大家平时对

于工作繁忙的调侃之言，然而，这正
是王永飞的工作常态。因工作的特
殊性，在公与私的天平上，王永飞毅
然选择了前者，舍小家保大家，一心
扑在岗位上。

多少个夜晚他舍弃了与家人团
圆的温馨，投身夜幕，夜查酒驾守望
着万家灯火；多少个夜晚他坚守岗
位值班备勤，接警出警，抚危救急，
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提及到家人
时，他红着眼眶说：“从警无悔从警
无愧，只是觉得欠家人的太多。”
2016年中秋节天宫二号发射,预计
整流罩会落在榆林境内。接到警卫
安保任务后，王永飞一刻也不敢懈
怠，直到午夜12点才完成任务。当
他拖着疲惫身体回到家，从睡梦中
醒来的孩子问他：“爸爸,你为什么
不和我们过中秋节呢？”他只能抱歉
地回答孩子：“爸爸今晚有特别重要
的事要做,来不及陪你，请原谅我。”
王永飞舍小家顾大家，只能把对家
人的深情关爱埋藏心间。

“有时候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
臂，在工作之余，能多陪陪家人。
可是既然我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
尽职尽责，做到最好。”王永飞坚
定地说。他就是这样一名普通的
交通辅警，却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用执着的工作信念，把平安送进百
姓心房。

敬业守责
——确保城区交通道

路安全顺畅

“米脂县经济欠发达，城区
道路基础条件差。随着私家车
不断增加，城区交通拥堵情况
日益严重，交管工作面临巨大
的压力。”高伟告诉记者，作为
城区交管工作的主力军，他们
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不断强化
专项整治力度，确保城区交通
道路安全通畅。

“越是到了节假日，交通拥堵
问题就会更加突出，更是需要我
们坚守岗位的时候。”高伟说。正
是基于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的工
作热情，他极少给自己放假，总是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主动
加班加点，事事冲锋在前，既是一
名优秀的指挥员，又是一名冲锋
在前的战斗员。也正是由于他和
队友们的努力，近年来，米脂城区
交通状况明显好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他带领全队民警，先后组织开
展了全县春季道路交通秩序专项
整治行动、全县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和打击假牌套牌
假证违法行为等20余个专项行
动，始终保持了严查严纠的高压
态势，确保了道路交通安全。与
此同时，他组织全队民警积极投
身各类安保工作，先后完成了道
路安全警卫任务20余次，确保了
各项重大活动和重点时期城区交
通道路的安全顺畅。

严格执法
——积极构建文明道

路交通环境

作为一名基层交警，高伟始终
坚持严格执法，有人说他铁面无
私，有人说他不近人情。对于高
伟来说，他从不在意别人对他的
评价，他更关注的是群众的出行

安全和顺畅。他说，这是自己的
职责使命，也是自己的良心担当。

2018年，在高伟的带领下，
城区中队严格开展交通执法工
作，共查处（纠）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 6070 起，办理刑事案件 9起
（均属危险驾驶案件），行政案件
110起，有效净化了辖区的道路
交通环境。

在加强违章查纠的同时，他
想法设法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
动，引导教育广大交通参与者树
立文明出行意识。特别是针对辖
区机动车乱停乱放、就地掉头、电
动车乱停乱放、公交车出租车长
期占用车位等情况，高伟创新方
法，推出“处罚+开设学习班学
习”的管控举措，使交通违法行为
明显减少。

在做好执法管理的同时，他
常常义务当起了宣传员，深入群
众家中，与大家面对面交流谈心，
教育引导大家文明出行。对于交
通违法驾驶员，他总是先晓之以
理，而后进行处罚，被他处罚过的
驾驶员中，至今没有一个人同他
红过脸。近十年的交警工作中，
经他处罚过的驾驶员不计其数，
但从未发生过一起执法过错或群

众投诉事件。

心系群众
——热心服务赢得社

会广泛认可

“交通警察，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一座城市的窗口，交通警察的
形象代表着公安执法的形象。”正
因如此，高伟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最高宗旨，坚持群众利益无小
事。在执勤中，遇到问事问路的，
他总是有问必答、耐心细致；值勤
中遇有故障车，他总是主动向前，
积极帮助修理，直到修好；遇到老
人、学生、儿童过马路，他总是及
时上前扶助、引导大家安全通
过。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总是
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与群众
交朋友，做群众的贴心人。

特别是针对校园周边交通拥
堵问题，高伟带领城区中队全体
民警，坚持在学生上学、放学高峰
时段，加强学校及周边道路管控，
从严查处涉牌涉证、乱停乱放、超
员、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学生自我保护
意识，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一
致好评。

本报通讯员孟田 高林林
报道 3月11日，神木市交管大
队一中队、锦界中队民警走进辖
区幼儿园，带领50名小朋友到红
绿灯处实地感受如何安全过马
路，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将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送进千家万
户，增进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全

力减少交通违法行为。
活动现场，民警向小朋友讲解

了过马路、红绿灯等安全知识，指
导小朋友步行过马路，做一个文
明出行的参与者。同时，引导学
生养成“文明行走、文明骑车、坐
安全车、坐合法车”的良好习惯，
共筑文明交通，共创平安校园。

把平安送进千家万户
——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榆横大队裕华路中队副中队长王永飞

文图/本报记者 赵娜

真情守护暖民心
——记米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高伟

文图/本报记者 杨晓慧

“队长，年三十记得安排我值
班，我家离单位近，让家远的同事们
回家过年去。”每年春节前，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榆横大队裕华路中队
副中队长王永飞都乐呵呵地跑到
队长办公室主动请缨，申请大年三
十和初一值班。平日里，交通疏
导、巡逻管控、纠违整治事故现场、
夜间查酒驾……总能在路上看到他
执勤的身影。

王永飞，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
交通辅警，整日与烈日为伴，与风雨
通行，与车辆尾气相随。在他平凡
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工作，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默默无闻地守护一
方平安。

本报见习记者李志东报道
近日，市妇联与市妇儿工委办、市
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市妇女儿
童心理援助中心联合开展了“塞上
妇女学法律、家庭平安促和谐”“三
八”维权周法治宣传活动以及学雷
锋志愿服务集中示范活动。

活动现场，巾帼志愿者们发
放了《反家庭暴力法》《关爱妇女
防治两癌》、心理健康等宣传资料
3000多份、《塞上巾帼》杂志240

本，其中重点向现场群众宣传了
反家庭暴力法、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保护知识、妇女公平就业法规、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机制等法律知
识。同时，巾帼志愿者还向现场
群众提供法律、心理咨询30余
例，手把手教大家关注“秦女子之
声”“榆林市妇联”微信公众号、抖
音号，学习和转载法律知识，用轻
松的方式学法、用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小手拉大手”安全文明行

宣传法律知识 提高用法意识

王永飞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

高伟（中）与同事交流执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