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大榭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同步推进、社会治理与平安
建设水平同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同步增强，平安
大榭建设取得可喜成绩。

作为平安建设中一支最重要的
力量，大榭公安分局结合实际、多
措并举，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作风效能建设、辅警业务技能
培训等专项活动，深入推进队伍廉
政建设，从思想、组织、保障等方
面，不断加强民警、辅警的职业认
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始终保持
队伍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

为切实增强民警、辅警的纪律
意识，自觉做到遵纪守法，大榭公
安分局党委坚持把各项纪律条令教
育放在首要位置，一旦发现违纪现
象，一律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同
时，着力培养青年民警的团队意
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
识、争先创优意识，激发队伍新活
力，主动适应新常态，确保在关键
时刻“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
斗争”。

针对警力不足的问题，大榭公
安分局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各警种
之间的队伍整合力度，打破部门、
警种的界线，发挥团队作用，切
实提升队伍实战能力。同时，分
局党委高度重视辅警管理工作，
加强警务辅助人员规范化建设。
从辅警队伍体系、职业素养、团
队效能等方面出发，提升辅警队
伍整体水平。

科技强警是支撑。大榭公安分
局坚持“走在前列”的指导思想，
加大硬件投入，在岛内全域开展

“雪亮工程”建设，对原模拟摄像
机进行高清数字化改建，新建人脸
识别系统，以及相关网络、安全、
视频智能化应用建设，织就立体、
多维的感知网络。

2018 年以来，分局结合“雪
亮工程”建设，在环岛东路的榭
南工业区附近建立智能岗亭，通
过巡逻防控、视频检查、隐患排
查等手段，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自智能岗亭建立以来，
共开展巡逻防控 150 余次，视频
检查 80 余次，新录入以及更正各
类 数 据 4000 余 条 ， 排 查 隐 患 45
处，下发整改通知书 18 份，帮助
困难群众 20 人次，解决实际问题
10余个。

大榭公安分局也注重技防手段
的提升。在七顶山，大榭开发区于
4年前建起了海防监控点位，24小
时盯着有走私可能的人员和船只，
每隔 2小时进行分析研判，让违法
人员无处遁逃。至今已发现并打击
走私成品油1100多吨、白糖800多
吨，查扣车辆 11 辆，处理各类人
员 70 余名，遣返“三非”人员 4
名。

大榭公安分局的刑事技术室是
全国第一个开发区三级技术室，为
维护社会治安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被公安部称为“大榭模式”。分局
机 要 室 是 全 国 首 批 “ 一 级 机 要
室”。

■“软件”“硬件”双轮驱动
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

连续连续1515年未发生命案且刑事案件逐年下降的背后年未发生命案且刑事案件逐年下降的背后

大榭大榭，，让天下无让天下无““贼贼””梦照进现实梦照进现实
全市首创“项目警官制”、全年推行社区“大党委制”、组团式群防群治……一个36平方公里的海岛，通过一项项制

度创新和治理创新，成功织就了一张覆盖7个社区、282家企业和4万多人口的平安大网。
“强调处零上访、强自治零死角、强防控零增长、强打击零容忍、强科技零距离、强铁军零违纪。”大榭公安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大榭紧紧围绕“平安浙江”建设，传承和创新“枫桥经验”，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有机
结合，创造“社会稳定、经济稳健、治安良好、百姓安居”的平安和谐之岛。

经过多年的平安建设，大榭从昔日偏处一隅的海岛渔乡华丽蜕变为一座产业领先、经济突出、社会稳定、生态宜居
的现代化海滨新城。

如今，连续15年未发生命案且刑事案件逐年下降更成为大榭平安建设成果的最有力证明。数据显示，去年，大榭
发生刑事案件141起，今年以来，发生刑事案件40起。

“我们的目标是，争取今年刑事案件控制在百起之内。”在大榭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看来，所谓天下无“贼”，并不
仅仅指没有“小偷小摸”的贼，而是指深度打击和教育防范各类“不遵守法律法规”之徒。

潮生碧海，客至良港。迎着朝阳，伴着落日。在大榭，每天迎接四方宾客的最好礼物就是：平安。

文/图 记者 冯瑄 通讯员 夏天 陈婷

社区是平安建设的细胞。
一直以来，大榭公安分局为加

强警民关系、夯实群众工作基础、
确保辖区和谐稳定，每月开展一次
警民恳谈会，听民声、聚民意、汇
民心、解民忧。

如今每月第二周的周三下午，
金海丰小区的二楼会议室里总是热
闹非凡，因为这是社区召开展警民
恳谈会的日子。

“军警民”联合环岛巡逻路线
怎么完善、小区车辆违规停放怎么
处理、租房矛盾怎么妥善解决，恳
谈会上的内容涉及各方面。自警民
恳谈活动开展至今，金海丰小区共

收集各类困难和要求 179条，其中
当场承诺解决的问题 71 条，商议
解决的问题 45 条，移交相关部门
解决的问题 63 条。警民恳谈会也
被社区居民赞誉为小区自己的“小
人民代表大会”。

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工作中，除了一贯坚持的警民恳谈
会，大榭还有一张矛盾纠纷调解的

“金名片”——“丁阿姨”工作
室。它成立于2016年8月，由大榭
街道妇联牵头，是一个集邻里调
解、法律咨询等服务内容为一体的
社会公益性组织，也是大榭首个妇
女民间调解工作室。

“孙老伯，以后他就是你的监
护人，你放心。”前不久，工作室
负责人是东岙村村委会主任丁文娟
紧握着海文社区 80 岁居民孙老伯
的手耐心地说。原来，老人无儿无
女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丁阿
姨”工作室了解到这一情况，经过
多方努力终于找到老人的一名侄子
作为他的监护人，并耐心细致地劝
导该监护人看护帮扶老人。

警民恳谈会、“丁阿姨”工作
室是大榭传承和创新“枫桥经验”
的有力佐证。

事实上，如今大榭提炼出的平
安“金点子”为数不少。

大榭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推行了社区“大党委
制”，全区 7 个社区共吸纳 21 名企
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和物业负
责 人 进 社 区 党 委 班 子 ， 统 一 调
配、集约利用党建资源和公共服
务 资 源 ； 在 推 进 “ 全 科 网 格 建
设”工作中，则建立了网格、社
区、街道 （区） 三级事件处理运转
机制。

此外，他们还依托“警民联
调”机制，建立了“三个摸清”

“三级对接”“三个强化”的“三三
三”工作法。这些“金点子”成为
平安大榭建设最牢固的基石。

■传承创新“枫桥经验”，让警民“零”距离

重大项目是大榭经济发展的
“龙骨”。近年来，大榭以打造“天
下无贼之岛”为切入点和总抓手，
从大榭产业发展实际出发，紧扣企
业多、项目多的特点，将“平安海
岛”建设渗透至方方面面，切实履
行“保一方平安”的第一责任。

大榭公安实施的“项目警官
制”便是平安大榭建设中最显著的
一大特色。

“我们以简化、便捷、高效为
工作要求，推出一项项方便企业的
服务举措，其中的‘项目警官制’
能够为企业和项目提供精准化服
务。”大榭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举

例说，松止公园二期工程是今年度
管委会投资建设的重要民生实事工
程，随着施工单位的确定、项目开
工的临近，围绕让松止公园二期工
程高效启动的目标，由业主单位城
市管理局会同代建单位生态艺术公
司精心组建的项目管理团队人员也
逐一到位。

项目管理团队中有两名公安民
警，他们是“项目警官制”推行中
专门为项目服务的项目责任警官。
他们作为项目管理团队的一员，和
项目管理团队其他成员一起直接参
加施工图纸交底、工地踏勘、工地
例会等。“项目警官”将对项目实

施过程中呈现的涉黑涉恶、强买强
卖、强揽工程、敲诈勒索、阻工闹
事、寻衅滋事等，与施工单位无缝
对接，全面融入项目建设，给施工
单位吃下“定心丸”。

“项目警官制”的实施，受到
了施工企业的频频点赞。“项目警
官们让我们更有信心确保这个民生
项目如期完工了！”松止项目施工
方同信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说。

“通过‘项目警官制’，我们把
警 务 工 作 贯 穿 到 项 目 建 设 过 程
中，做到项目建设到哪里，警务
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扫黑除恶’

就推进到哪里，充分发挥警务工
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为项目
建设保驾护航。”大榭公安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

以大榭公安分局榭南派出所为
例，已连续三年，为中海油改扩建
项目施行“定制服务”，累计为该
项目排查流动人员超过上万名，仅
今年初的相关项目大修就排查流动
人口 3000 人到 4000 人。而在今年
该项目有关前期推进审批上，项目
警官全程“保姆式”服务，将相关
爆破审批时间从过去的最长 3 个
月，缩短为如今的 20 多天，大大
加快的项目的推进步伐。

■为企定制“项目警官”，保驾护航经济发展

大榭公安部门发布了一组数
据：今年以来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
下降 30.8%、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18.8% 、 交 通 事 故 同 比 下 降
17.1%；“两抢”案件零发案；2004
年至今连续 15 年未发生重大恶性
刑事案件及命案。

这组平安数据的背后，是大榭
公安“人防+物防+技防”建立起
来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
是大榭人对平安孜孜不倦的追求。

每逢重大节假日或安保时期，
大榭开发区的马路、社区等区域，
不时可以看到身着深色马甲，手臂
佩红袖章，头戴安全帽的治安巡逻
队伍从居民身边走过，让人感到心
里特别踏实。巡逻队伍的成员由军
人、公安民警、群众组成。近 5年
来“军警民”联合环岛共同维护全
岛的平安，已成为大榭的一道风
景。

“军警民”联合护岛巡逻工作
启动时，每个巡逻组由6至10名军
人、公安民警、群众组成，其中不

乏人员庞大的平安志愿者队伍，至
今已有7个社区的居民和12家企业
的员工自愿参加巡逻工作。如宁波
万华化学有限公司积极派遣志愿者
参加“军警民”联合护岛巡逻，累
计派遣各类志愿者 450 批次 1350
人，参加巡逻达400余日。

“军警民”巡逻组及时化解了
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曾经有一个精
神病人在街头挥舞着拳头，在马路
上乱闯，路人看到都心惊胆战，巡
逻组路过时看到此情景后，果断处
置，将此精神病人送至医院进行治
疗。无独有偶，大榭第一大桥上附
近曾有一名摄影爱好者不慎掉入江
中，巡逻组成员发现后，及时联系
海警后共同将落水者救起。“至今
共调解矛盾纠纷 37 起，解决实际
困难11个，救助危难群众5人，抓
获犯罪疑嫌疑人 3名，有效缓解了
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问题。”大榭
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军警民”联合护岛工作机制
是近年来大榭公安分局打破警力有

限这一掣肘，探索通过整合社会资
源，形成群防群治社会治理机制的
创新成果之一。此外，分局还有效
整合护村队、护厂队、保安队等群
防群治队伍，真正使群防组织活跃
起来，逐步形成“组团式”群防群
治模式。

此外，大榭公安分局还有效整
合护村队、护厂队、保安队等群防
群治队伍，使群防组织活跃起来，
形成了“组团式”群防群治模式。

大榭共有社区 7 个，企业 282
家，他们的平安就是网上的那一个
个“绳结”，牵一处则动全身。为
此，大榭公安分局全力推进社区、
企业创优秀警务室工作，以规范
化、现代化社区警务室为标准，加
强警务室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社
区、企业警务专职化，实行“全警
办案、全警下社区、企业”工作模
式。

金海丰小区的胡某因嗜赌欠下
大笔债款，之后又因吸毒被公安机
关处理，才 5岁的女儿面临无人照

看的困境。得知此情况后，小区警
务室民警几经奔走，组织社区居民
捐款，联系好幼儿园并争取到了相
应政策对其学杂费等进行减免，并
联系其亲属对其暂时照看。据悉，
小区警务室成立四年来，已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 18 个、调解矛盾
纠纷 371 起、挽回经济损失 8.5 万
元。

在筑起社区警务屏障的同时，
作为以化工石油产业为主的开发
区，企业安全监管是重中之重。

万华宁波园区是世界上单体规
模最大的 MDI 产业园区，园区人
流高峰期达 5000 多人，为此，警
务室第一时间进了万华宁波园区。
在园区警务室，消防车、捕消车、
气防车，无人机、防割手套、防刺
服，媲美正规消防队和警队的设备
让人眼前一亮。

警务室成立以来，警企合作共
处理各类大小事件 2000 余个，调
解矛盾纠纷 700 余起。建厂至今，
园区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组团式”群防群治，织密海岛平安大网

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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