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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巡访、三服务”

宁波公安
一个月解决企业

200余个问题

今年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市公安
局启动“大巡访、三服务”行动，动员骨干民
警下基层，走访各类单位和企业，排查梳理
风险隐患，切实解决基层实际困难。截至目
前，已走访单位和企业 3000 余家，排查梳理
出重点风险隐患 1520 余处，为基层单位和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20 余个。
年后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高峰期，对
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每天都有上百名新员
工入职，面对如此庞大的“新生力量”，如何
对他们进行高效管理，一直是个难题。北仑
公安分局甬保派出所主动为企业“背书”：让
企业在管理新员工时引入人脸识别、指纹识
别等系统，在入职的同时采集完一手信息，
然后再由派出所进行“二次过滤”，确保企业
的用人安全。
随着“滴”的一声脆响，指纹录入装置显
示绿色，标志着指纹录入成功，然后取卡到
下一处继续检测……记者在群创光电入职
中心看到，上百名新员工依次排队，完成拍
照、人脸识别、指纹采集等入职手续。
“拍照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员工的厂牌，
另一方面也是完成人脸识别，与指纹识别一
道成为员工的考勤系统，这样既安全又方
便。”群创光电行政管理部经理柳波说，
“通
过这两套系统，对可能存在的冒用身份情况
进行前期筛查。对于员工本身来说，进出厂
刷指纹也更加便利，厂内基本不会混进外来
人员，工作环境也更加安心。”
柳波告诉记者，在员工的管理上，甬保
派出所民警给与企业很大帮助，
“ 我们企业
有入驻的民警，每天都到我们招募现场和企
业内部进行走访，对我们的管理工作进行指
导，特别是在我们新人进厂的管控上，给我
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像人脸识别、指纹系统，
都是在民警的指导下，
我们才开始研发的。”
新员工的信息收集后，经过企业的初步
筛选，在下午 3 点左右会被全部传送到甬保
派出所。
“ 我们拿到数据后，会专门安排 4 名
协警，由一名民警统一指挥，对这些人员信
息进行身份核查，核查内容包括有无重大疾
病病史、有无犯罪前科等。因为涉及公民个
人隐私，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把这些数据给企
业，而是通过给企业提供意见参考的形式，
建议企业给员工安排心理辅导或进行特定
的管理等。”
甬保派出所副所长李奇勇说。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宁海有了新的
解法。2 月 27 日，全省首家警银联通平台在
此落户。首位“吃螃蟹者”——宁波大秦建
设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先生为这平台点赞：
“原来企业转贷至少需要 5 天的融资周转期，
现在只要一天，能为我们公司节省约数万元
的融资成本。”
我市公安机关还为企业筑“墙”护航，海
曙公安部门对辖区内 11 家上市公司的门户
网站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漏洞扫描，发现问题
由网警与属地派出所一起开展实地验证，帮
助企业做好网络安全防护。江北公安部门
安排专人深入基层，对街道、工业区、电商园
区的企业财务人员进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讲及培训，并且及时抽查回访，力争反诈
宣传知晓率在 80%以上。
与此同时，我市公安机关对侵企犯罪始
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去年我市止付止损
的 7750 万元被骗资金中，大部分来自企业。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岑 胡佳晓 余碧芳

警花绽放

别样红

全国巾帼文明岗——
市交通警察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科
服务口号：
奔跑吧姐妹 跑出车管新温度

警营内外 A10

又 是 一 年“ 三 八 ”妇 女
节。今天，让我们走近宁波公
安队伍的女警们，看看她们在
各个岗位上绽放的风采。

浙江省巾帼文明岗——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受理科
服务口号：
出入有境，
服务无止境

出入境受理科
交警牌证科
近年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管理所
牌证科先后获得“全省公安机关文明窗口”
“全
市十佳窗口”
“最美警队”
等荣誉称号，并荣立集
体三等功一次。今年 2 月，牌证科被授予“全国
巾帼文明岗”
。
牌证科主要承担全市机动车及驾驶人牌证
管理和服务工作，日均接待办事群众超过 2000
人次。近年来，牌证科充分发挥女警侠骨柔情
的特点优势，以深化
“最多跑一次”
改革为主线，
深入开展“巾帼建功”活动，确立创建品牌——
“37℃女警”
岗（37℃即人体最舒适的温度）。
岗员们说，要把自己的服务转化成一种温
度，一种可以让群众感受到温暖的服务。她们
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
“一窗受理、一体自助、一
根绸带、一个延伸、一条网络、一张笑脸”的“六
个一”
服务模式，得到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充分肯定。
去年 5 月 18 日，副省长、省公安厅长王双
全视察宁波车管所牌证服务大厅
“最多跑一次”
改革工作后，对宁波交警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于
5 月 28 日作出批示，要求在全省推广和总结宁
波经验。
去年 6 月 28 日，全国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现场推进会在宁波召开，车管所牌证服务大厅
作为现场会的观摩点，充分展示了宁波交警良
好的服务形象，
得到了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受理科主要承担宁
波市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出国（境）证照受理工
作，以及全市境外人员签证、绿卡、国籍等受理
工作，近年来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先后荣获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省级文明窗口”
“全国
级文明窗口”以及省市级“青年文明号”等荣誉
称号，多次获得市级
“三八红旗集体”
“工人先锋
号”
等荣誉称号。
受理科始终秉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
宗旨，坚持遵循
“出入有境、服务无止境”
的工作
理念，紧紧围绕
“展巾帼本色、创一流服务”
的目
标，牢牢把握“人本、专业、安全、便捷”的主题，
积极拓宽服务渠道，主动优化服务举措。2017
年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以来，受理科全
体工作人员创新推出
“明明白白一次跑、简简单
单轻松跑、
从从容容放心跑、
轻轻松松就近跑”
等
举措，
在全市率先推出
“制证前移”
工作机制、
开展
周六办证服务工作，
全面实行
“自主签注、
自动填
表、网上申请”
等智能管理，探索施行了
“容缺受
理、
外国人签证预审核”
等创举，
进一步拓宽急事
急办范围，
为优化我市投资环境、
助力
“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
部署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余姚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副大队长王芳敏
从警感言：
专心于事，
专业于事，
满怀热忱，
尽职尽责

江北公安分局户证民警陈若冰
座右铭：
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

王芳敏

陈若冰（左二
左二）
）上门为群众服务
上门为群众服务。
。
自 2003 年调入江北户证中心后，陈若冰一
直坚守窗口从事户籍民警工作。她用爱心温暖
着每一位办事群众，耐心解释每一个户籍咨询，
热心办理每一份证件。对于每一项户籍政策，
她都仔细研究、确保吃透；对于每一张表格、材
料，她都细致审查；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反复
核对。
作为单位业务能手，她不断钻研如何提升
窗口民警服务群众工作的水平。户证中心每年
到宁波大学开展上门集体采集相片、办理学生
集体户口的迁入、迁出，都是她亲自前往把关。
2018 年，
她获得
“全省巾帼建功标兵”
荣誉。

王芳敏，2001 年 10 月加公安工作，现任余
姚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她创建的“全
员顶格管控体系”
“毛发毒品检测实战应用”
“吸
毒群众联防网络”
“毒情量化评估系统”等吸毒
管控新体系，取得吸毒人员
“降增量、降存量”
的
双降成效。
去年，
“吸毒管控余姚做法”
获全国
“8.31”
工
程推进会推介，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在全省
禁毒工作会议上指出
“余姚市创新毛发检测技术
应用，
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要在全省推广使用”
。
去年，她两次受邀在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培训班中授课，全面介绍余姚市吸毒管控工
作经验，得到公安部禁毒局高度肯定。她在全
国“禁毒 2018 两打两控”
专项行动中成绩突出，
荣立个人三等功。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西泽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