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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警事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将桂林建设成更有安全感的城市
白龙派出所
民警在向居民开展
平安宣传 。
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何莉

灵川县局：智慧警务让八里街治安
“华丽转身”
“不可思议，简直太快了，特别感谢你
们！”面对失而复得的手机，唐女士对办案民警
赞许不已。去年底，唐女士的手机被两名男子当
街抢走。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从案发到抓获犯罪嫌
疑人仅用了 4 个多小时。像唐女士一样感受到八
里街治安环境改变的群众很多。因为让辖区群众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整治后带来的安全
感和幸福感，
是桂林警方整治八里街的最终目标。
这一串串数字，见证着桂林公安对八里街进
行综合整治带来的新变化——
— 2019 年 9 月 26
日以来，八里街区域刑事警情环比下降
50 . 55% ，现发刑事案件环比下降 43 . 5% ，破
案率环比上升 45% ，盗窃电动车、电瓶破案率
环比上升 30% ，扒窃案件破案率环比上升 50% ，
影响群众切身利益最为直接的入室盗窃案件立案
数下降 32 . 8% ，无“两抢”案件发生，八类案件全
部侦破，督办涉黑逃犯全部抓获。
针对八里街的实际情况，灵川县公安局大力
推动八里街区域前端设备、智慧小区、地网安防
系统等建设运用，构建八里街“ 11123 ”警务
模式，以社区警务室为前沿，拓展社区精准化
“智慧警务”工作。该局以管理好“人”为核
心，将“智慧公安”和“智能警务”作为社会治
安防控工作的突破口，发挥科技信息手段的“加
速器”作用，达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的管
理目标，有效破解流动人口管理问题，推动治安
防控工作精准化运行。
治安管理“智慧”当先。灵川县局在传统人
防、物防、技防的基础上，引入动态人像对比、
车辆识别等新型智能化防控辅助手段，逐步推广
安装公安联网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辖区人员信息
的智能化采集、活动情况动态监测，实现“智能
感知、精准识别、触圈预警、实时响应”，将治
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目前，已打
造 92 栋独立出租屋、 2 个围合小区，改造 2 个
有物业小区、 3 个无物业小区，覆盖 704 套出
租屋，进一步挤压违法犯罪空间。该局大力推进
“一标三实”智慧门牌建设。民警通过二维码完
善出租房屋、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群众通过扫描
二维码可快速掌握周边服务，危难之际更可一键
报警，让有限资源最大化地满足群众需求。目前
共采集标准地址 124964 条，实有人口信息
408569 条，实有单位 142 条，实有房屋 62858
条，制作安装“智慧门牌” 5355 块。社区民警
利用智慧安防小区公安管控平台 APP ，自动接
收预警推送，聚焦人口管理、治安防范、服务群
众等，开展“防”“管”“视”“控”信息化社
区工作，实时掌握社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特殊
群体、
重点人员和关爱人员动态，
开展精准社区工
作，
实现指挥中枢和一线民警点对点紧密互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行动目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是一个新的概念，从字面
表述上看，是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组合，体现的是国家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在 “市域” 范围内的落实 。可
以说，市域治理做得怎样，事关人民安居乐业 、事关社会安定有序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3 月 31 日，桂林市 “全面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现场会” 在灵川县召开 。会议分析总结了近年来全市社会治理工作，研究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工作，交流各地经验做法，谋划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 。
近年来，桂林市公安系统涌现出不少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方面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努力创新，
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利用科技信息技术，打造了各自的亮点 、特色。

213 个网格共配备网格员 426 名，将矛盾问题调
处、信息上报等工作做实做细，将群众工作延伸
到最末端。
“信息化”为城中村管理提供支撑。七星分
局在福隆园村、江东村、半塘尾村、汇丰村等共
建设了高清视频监控探头 232 个、人像卡口 26
个、 wifi 探针 10 个，安装出租屋智能门禁系统
852 套。联合辖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出了“流管
易”系统，让房东下载安装手机 APP 按照“一
标三实”采集报送信息。系统与公安大情报系统
对接，通过数据分析，可掌握夜不归宿、频繁变
更出租房、人员交往复杂等行为异常的人员，提
升了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的管控能力。目前，累计
采集出租屋信息 1 . 2 万余条、流动人口信息
13 . 5 万余条。
“星级化”评定解决“只租不管”难题。针
对城中村出租屋的实际问题，七星分局创新管理
模式，开展出租屋安全星级评定。从人防物防技
防、流动人口采集报送、消防安全、燃气器具安
全规范、环境卫生等方面，将出租屋评定为“五
星”“四星”
“三星”三个等级，房屋等级线上线下
同步公布，
等级不同房屋租赁价格不同。
管理模式
的创新，取得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成
效，
也极大地调动了房东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七星公安分局通过 4 年时间的“整治+建设
+管理”，实现了城中村华丽“蝶变”，成功将
福隆园村、江东村等一批基础薄弱、治安混乱城
中村打造成平安有序、有效治理的示范村。以城
中村的“小平安”驱动了七星区的“大平安”，
刑事+治安警情从 2015 年的 10969 起降至 2019
年的 5198 起，降幅达 52 . 61% ，年均下降
13 . 15% ；群众安全感从 2015 年的全区 109 名
上升至 2019 年 39 名，创历史新高。

雁山分局：党建引领 ，为社会治理
“铺路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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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上红马夹，穿上运动鞋，每天早上 6 时
许， 61 岁的老党员俞育英早早出门，从小区沿
路边走边看。手机里“武林大妈”微信群一早就
开始热闹起来，各个网格的照片不时地传到群
里。众人拾柴火焰高。从一个人、几个人到一群
人，“武林大妈”“雁山联防” “红校义警”
等一批具有辖区特色的志愿者队伍活跃在雁山
区。他们既是邻里互助员、文明劝导员，又是民
情收集员、安全巡防员，还是平安宣传员、纠纷
调解员……
针对辖区资源力量相对薄弱的实际，雁山分
局紧紧依托党建工作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
整合集成效应，成立了多支群众志愿参与共建共
治共享的群防群治队伍，成为了雁山区基层社会
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雁山分局根据辖区“三多一重”特点(即：
高等院校多、景区景点多、重大项目多，平安建
设任务重)，坚持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
“一把手”工程，以党建引领为社会治理“铺路
搭桥”。通过机构改革，成立了基层社会治理服
务保障中心。重视力量下沉，公开招聘 151 名
全科网格员，充实到村委(社区)。在此基础上，
将乡镇工作人员和村“两委”干部全部纳入，兼
任网格员，保证“有人干事”；整合“雪亮工
程”“智慧城市”等各类项目资金，保证“有钱
干事”；积极破解乡、村基层“权小事大”矛
盾，在“赋权减负”上做文章，赋予乡镇行政许
可管理权限，保证“有权干事”。
雁山辖区共有 8 所大中专院校，在校师生
12 万余人，校园平安是全区社会治理的“老大
难”。为此，雁山分局主动将社会治理的触角延
伸、重心前移，让平安校园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阳朔县
公安局以科技
强警，创新构
建多维度大数
据一张图，在
治安防控中发
挥强大作用 。
通讯员
黄维 摄
灵川县
公安局以八里
街为试点推行
二维码门牌 。
通讯员
阳胜力

深度融合。分局成立由党政、公安、高校人员组
成的“平安校园建设”临时党支部，坚持党内议
事制度，各成员单位定期通报情况，共同研究、
统一推进，形成“党、政、警、校、家、民”六
方联动的格局，共同研发智慧校园安防系统、设
备，建立大数据分析研判平台，推进“平安校
园”建设见成效。自临时党支部组建以来，先后
解决市委督办的桂林旅游学院非法网吧问题、广
西师范大学商业门面纠纷等 10 余起涉校矛盾。
据统计，雁山分局 2019 年通过巡逻和大数
据分析研判共抓获涉校违法犯罪嫌疑人 18 名，
破获涉校案件 42 起。

阳 朔 县 局 ： 科 技 强 警 ，构 建 和 谐
“地球村”
日前，张师傅与工友带着锦旗来到阳朔县城
关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表达感谢。“蒋所长，感
谢你们这么快就破了案子。”原来，此前，张师
傅在阳朔镇某村附近的养殖场内放置的设施物品
被盗，损失一万多元。两天后，办案民警就将盗
窃嫌疑人抓获，并追回全部被盗设施物品。
这是阳朔县公安局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阳朔县公
安局紧跟时代步伐，以全面加强基层派出所信息
化建设为突破口，采取“六围绕+六夯实”工作
举措，加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
助推各项公安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作为全国首个年接待游客破千万人次的旅游
名县，阳朔县公安局把指挥调度体系建设作为提
升社会面治安管控能力的重点，以打造“县级科
技强警示范点”为契机，建立高效顺畅指挥体
系。
创新合成作战新模式，阳朔县局把 10 个派
出所全部纳入县局合成作战指挥中心，建立综合
指挥调度室，统一实行警务指挥大部制，运行
情、指、行、管、服等“五位一体”警务机制，
形成“聚指成拳”效应，平均处警调派时间缩短
约 1 分钟，平均出警时间缩短约 3 分钟。
以大数据引领治安防控，该县局把大数据作
为创新发展引擎，打破数据壁垒，推进数据融合
共享，自建大数据工作室，率先开展多维物联感
知平台建设，整合汇聚警务视频、车辆、人脸、
地网、旅馆等 12 项公安数据和小区物业、医保
等 20 余项社会资源数据，与公安内网数据进行
碰撞分析，重点人员一旦进入特定区域，即触发
系统报警，实现“人、车、电、网、像”集成管
控，预知预警预判能力得到空前提升，扒窃、
“两抢”等可防性案件大幅下降，全局 80% 以

上案件实现数据导侦。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离不开辖区群众
的共同参与。阳朔县局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
待，顺民意建平台提效能，率先创建警务效能
办公室，启用智慧警务综合应用平台，建成集
发现问题、受理投诉、整改反馈“一站式”民
意跟踪回访平台，对派出所每一起警情实行全
程跟踪回访。 2019 年，回访群众 5700 人
次，满意率达 99 . 3% 。
创新“互联网+”服务，阳朔县局依托微
信公众号研发便民模块，开通远程报警、无证
入住等 10 个大项 34 个小项便民通道，提供
网上 56 项户籍便捷服务，群众足不出门就能
体验到公安改革带来的便利，累计服务群众和
游客 22 . 5 万人次。

秀峰分局：做优警务机制

织密社

会防控网络
“为这样贴心的民警和派出所点赞。”这
是前不久市民刘先生发在朋友圈里的话。两个
月前的一次口角，引发同住一栋楼的刘先生和
邻居的矛盾纠纷。白龙派出所接警后，民警立
即上门了解情况。秉承“热心、细心、耐心”
的工作态度，民警连续奔波近一个月，最终成
功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采访中，秀峰公
安分局白龙派出所所长曾伟东说，在白龙派出
所辖区，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小案”时有
发生，事虽小却件件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只
有将群众的‘小事’放在心上，解决了群众的
问题矛盾，才能达成为人民服务的‘大
事’。”
秀峰辖区地处闹市，不仅有“两江四湖”
“靖江王城”两个 5A 景区，还有中心广场、
正阳路步行街、文化宫等桂林繁华商区，秀峰
公安分局结合辖区特点，在社会防控网络和壮
大群防群治队伍、强化警务科技等方面下功
夫，在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上谋求实绩。
织密社会防控网络。秀峰分局开展平安社
区、平安乡村、平安单位建设工作，采取“视
频探头+情报研判+社区警务+整体联动”的措
施，构建“警力+社会力量”“定点+流动”
“车巡+步巡”的大巡逻，实现“处处见警、
时时联动”，并通过开展“打击整治涉黄涉赌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秋风行动”等一系列专项
行动，强力压缩违法犯罪空间，分局 2019 年黄
赌毒打击绩效排名五城区第一，全年黄赌毒警
情同比下降 21 . 27% ，
降幅亦为五城区第一。
壮大群防群治队伍。秀峰分局广泛发动群
众，通过微信公众号招录线上“平安秀峰志愿
者联盟”队伍，与“红袖标”、义务巡防队等
组织构建平安秀峰责任共同体，共同维护辖区
稳定。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展 1000 余名志愿
者，先后为群众排忧解决实际困难 410 件，
帮助求助群众 796 人次，特别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分局组建抗击疫情志愿者先锋队，
在开展疫情防控巡逻宣传和卡点执勤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强化警务科技化。秀峰分局以信息化建设
为支撑，加快“小微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建
设，已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 140 个，接入社
会面治安摄像头 3000 余个，并争取政府资金
支持计划开展“围猎”三期 150 个人脸识别
探头和“雪亮工程” 500 个视频监控建设，
同时由政府每年补助 50 万元推广无物业小
区、城中村智能门禁安装。在此基础上，有效
整合信息资源，依托“ 5+2 ”所、队捆绑多
警种合成作战平台和“围猎”系统，开展合成
作战，实现了发案大幅下降、打击破案上升，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摄

七星分局：用城中村 “小杠杆” 撬
动市域 “大格局”
20 万流动人口， 45 个城中村，七星区的城
中村一度是案件高发地、安全事故多发地、违法
犯罪人员“洼地”。建筑布局乱、治安秩序乱、
卫生环境乱，出租房屋多、流动人口多、发案多
等“三乱三多”是 2016 年治理前七星区城中村
的真实写照。
针对这一情况，区委政法委和七星公安分局
深入调研，反复研究对策，以城中村治理为突破
口，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
理体系，彻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网格化”管理强基础。七星分局依托原七
星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基础，建立网格化三级
管理。每一个自然村、规模小区即为一个网格，
实行“网格长+兼职网格员”模式，由村“两
委”成员(社区干部)任网格长，自然村小组长、
政法干警、机关干部等兼任网格员。目前，辖区

▲雁山公安分局党 、政 、警 、军 、校 “五方” 联动开展大走访 、大宣传活动。
通讯员李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