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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执法
数据化研判
人性化保障

镇海区看守所打造
新时代公安监管“智”标杆
规范化执法

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获悉，镇海区看守所近日
获评 2020 年“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成为
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看守所。据了解，近年来，镇
海区看守所牢牢把握新时代公安监管工作发展方
向，以“智慧监所”创建为载体，大力推进监所执法
规范化建设，成为勤务立体呈现、防控全域覆盖、管
理全程留痕、服务全网运行的“智慧监所”。

让监管工作释放更多活力

对于月平均羁押量 300 多人
的镇海区看守所来说，安全工作
就像一根上紧的发条，丝毫不能
有松懈。
前任看守所所长倪宝炎，是
一名扎根监管工作 18 年的老将。
他瞄准勤务岗位设置和勤务工作
制度，和同事们摸索出了一套实
用的监管工作体系和勤务运行机
制，编写成《看守所执法细则》和
《看守所工作实务指引手册》供全
所监管人员学习。多年来，这套

数据化
“智”管

细化工作流程成为了监所民警的
巡控人员会及时督查处理，管教
“最强”
工作准则。
民警也能及时上报反映。”镇海区
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凭借着
看守所所长王川海介绍说。
监室一体化终端，从收押到在押
制度上的规范，推动了看守
人员点名，从提审提讯到管教谈
所队伍建设、业务工作“两促进”
话，从就医到律师会见……每个 “两提升”，结出了累累硕果。目
执法环节背后都有着精细化的执
前，镇海区看守所已连续 20 年荣
法管理方案，每个岗位、每名民警
获全国一级看守所，蝉联 8 届全国
的执法执勤行为均实现“从入所
标兵看守所，连续 26 年安全无事
到出所”流程化、标准化操作。
故和监管民警队伍无违纪，并被
“如果在押人员在谈话教育、 公安部命名为“全国执法示范基
轮值轮班等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层所队”
，
监管模式引领全国。

让“警情”提前生成

巡控指挥中心内，
两名民警正一
所内监管还有一个厉害的
丝不苟地紧盯大屏幕，
上面的画面记 “智慧大脑”——综合智能分析管
录着监室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控平台。该平台集勤务管理、信
这是镇海区看守所全新布建
息研判、安全管控、岗位督导、考
的智能感知前端。它能实时获取
核评估、人物密度分析、一键联动
各类所内数据，通过多源信息融
等于一体，并对各类违规行为、风
合、智能算法解析，形成三维可视
险隐患，按照设定的处置预案发
起任务引擎，向相关岗位推送管
地图。在漫游模式下，地图不仅
可以直观展现监所实景地理信
控信息及任务，实现多岗位实时
息，模拟民警对预设路线进行后
联动的一体化指挥，形成实时传
台虚拟巡查，还可以“掀顶式”查
递、迅速部署、快速处置、反馈情
看所内总体态势。
况的闭环管理，让警力紧跟警情

人性化
“云医院”

走，
提高管控合力。
因催讨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
的黄某入狱后情绪消极，沉默寡
言，常常夜间失眠，有时从睡梦中
猛然惊醒。智能感知前端检测到
了黄某的异常行为，形成数据流
并推送至大数据平台，一条预警
信息立即生成。民警马上找到黄
某谈话，在成功瓦解黄某的心理
防线后，他坦白了伙同犯罪嫌疑
人肖某等人在余姚某工地聚众斗
殴，
买卖枪支等犯罪事实。

让在押保障更全面

镇海区看守所打通人性化监
管的“最后一米”，真正让在押人
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医疗需求有
了全面保障。
监室智能终端机前，一名在
押人员正在预约购买日用品，只
需手指一点，就会有专人送货上
门，简单快捷，和在线购物功能如
出一辙。除此之外，在押人员还
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系统随时进行
投 诉 申 告、预 约 驻 所 检 察 官、所
长、律师等，自主查询个人日常表
现考核情况、病情治疗情况、与律
师会见时间与次数情况等。
在押人员侯某曾在一起交通

肇事逃逸事故中撞到头部，伤及
右眼。经医院初步治疗好转后，
侯某羁押于镇海区看守所。半个
月后，侯某右眼肿胀明显，视力减
退，驻所医生经仔细检查无法明
确病因，于是通过“云医院”诊疗
平台预约宁波市第二医院眼科专
家和神经外科专家联合会诊，最
终诊断为“迟发型脑动静脉瘘”。
好在“云医院”及时发现侯某的隐
性疾病，在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后，
侯某的右眼重见光明。
这是镇海区看守所“智慧医
管”系统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缩
影。镇海区看守所整合内部医疗

和社会医院资源，自主研发了这
套以“云数据、云医疗、E 防控”为
主要特色的“智慧医管”系统，把
驻所卫生所打造成“五脏俱全”的
现代化小型医院。目前，已有 300
名“云医院”专家与驻所卫生所挂
钩，可对在押人员开展远程视频
会诊，为患病人员提供专业的治
疗方案。
“‘智慧监所’的建设不仅提
升监所的安全系数，提高民警办
事效率，还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
法权益和医疗需求。
”
王川海说。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奚悦 林炳潮

为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
势头，象山县公安局把反诈宣传作为
“一号工程”，突出阵地防控、入户宣
讲、全民参与，全力抓好防范宣传各
项措施落地生根，不断提升反诈“免
疫力”。2020 年度，象山公安实现了
全年电诈发案率下降 3%，反诈成效
位居全市前列。

阵地防控
“牵牛”要牵“牛鼻子”
据了解，为对不同群体开展有针
对性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象山
县公安局突出机关事业单位、学校、村
（社区）、企业、娱乐场所、酒店（宾馆民
宿）、沿街商铺（个体工商户）、出租房
等八大阵地，
进行订单需求式防范。
“我们立足阵地防控的理念，制定
了详细的宣传计划，每一名局领导、科
所队长、民警都有相应任务分工，确保
重点单位先学先行、率先垂范，起到良
好的示范效应，实现对八大宣传阵地
的牢牢掌控。”象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说。
工作中，重点压实职能部门、乡镇
街道、企业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全面形
成“党政主导、公安主力、部门协同、网
格治理”
的反电诈工作新格局。
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受害群体，通
过县机关党工委将反诈知识作为全县
“周二夜学”必修课，并通过县反诈联
席办发布反诈预警。针对学生群体，
将“反诈课”纳入学生安全素质教育课
目，通过“小手拉大手”延伸到家长群
体。针对村社区，充分发动利用网格
员、物业、业委会、楼道长等社会力量，
采用专题小教员培训推动群防群宣。

精准滴灌
走访宣传一个不能少
“听你们讲解，以后遇到陌生来
电，要求转账汇款的，我一定认真核
对，避免上当！”家住象山县仙境小区
的张大爷听了民警的宣传，
有感而发。
这是象山公安反诈宣传的一个缩
影。
“ 针对群众白天、工作日不在家的
情况，我们安排警力在下班时间、周末
分片包干，见缝插针做好群众日常走
访宣传工作，很好地解决宣传覆盖面
不广的问题，用民警的‘辛苦指数’换
取群众的‘安全指数’。”象山县公安局
反诈专班负责人介绍。

联动联治
既有“主力”又有“辅力”
“辖区外来人口众多，我们就联合
江西万年驻爵流动党支部共同做好
‘新爵溪人’的反诈宣传工作，老娘舅
说话，管用！”谈及辖区的反诈宣传工
作，
爵溪派出所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
在突出社区民警主力军作用的同
时，象山公安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综
合执法队伍、基层村社干部“三支队
伍”作用，广泛发动流动人口党支部、
快递小哥、志愿者等群团组织力量，带
动引领全民参与反诈宣传热潮，营造
人人都是宣传员的生动局面，共同唱
好反诈宣传
“大戏”
。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胡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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