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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快就破案了， 神速
啊！” 怀化市民张女士激动地
说。5月下旬， 该市公安局和芷
江县公安局侦查实战中心上下
联动、合成作战，不到24小时就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为张女
士追回被盗的黄金项链。“在警
务改革之前， 这种速度是不可
能的， 现在我市的案件很多可
以做到朝发夕破、 随发随破。”
怀化市公安局侦查实战中心民
警黄光吉坦言。

安全感是每个人的需求，
人类的安全感主要来源于组
织性的保障，因此从部落到民
族再到国家， 组织越扩大，其
所背负的安全保障责任也就
相应增大，要想让治下之民能
够有着“免于恐惧的自由”，能
够在没有安全威胁的状态下
生活和发展， 那么国家就必须
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体系
的建立离不开公安机构，大到总
体国家安全， 小到民众的求助，
公安部门都须以“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
作宗旨完成自身的使命。

此次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
调“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
业。” 这对于引导全党全社会牢
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抓
好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工作，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
要意义。但同时，也给我们的公
安机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从民众的自身感觉来说，
治安环境的好坏与个人的安全
感息息相关。虽暂时达不到“路
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型安
全社会， 但一个犯罪率低发，破
案速度与效率直线上升的地方，
显然更能令民众信任和幸福。所
谓“群众看公安，首先看破案”，

破案迅速，可以减小社会的被伤
害程度，可以极大地挽回群众的
经济损失，其正向作用是显而易
见的。湖南省近年的公安工作从
传统办案向现代化、 科技化迈
进， 全面启动并推行了省市县
“4+X” 警务机制改革， 上下贯
通、一体运作，去年全省实现了
“五下降”、“两上升”， 今年上半
年的全省刑事发案率同比下降
14.15% ， 破 案 率 同 比 上 升
22.33%，治安的好转和破案的快
速，让群众交口称赞。

当然，高破案率并非是“政
绩”的功利目的驱动所致，而是
建立在科技化现代化的基础
上，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让
现在的公安工作事半功倍，除
了提升工作效率，还实现了“精
准打击”，更是通过这一点极大
地提高了出警速度， 降低了事
后追查的办案警力和办案时间
成本。除工作效率提升之外，由
于高科技的运用省去了大量的
人力成本， 也就自然提高了服
务质量，在新媒体工作机制下，
省公安厅通过新媒体这一即
时、迅捷的工具，顺利完成了10
次跨国救助，并5次帮助陷入传
销的网友解困。

改革，既是时代发展、工作
提质的需要， 更是为了保障国
家、人民安全的责任使然。发展
是硬道理， 安全也是硬道理，只
有国家安全、人民安全，也有基
于安全之上的建设和发展，作为
打击违法犯罪、 保障公共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力量，公安
机关无疑在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中担负着主力军的作用，在既有
的基础上，湖南省、全中国的公
安机关都应将改革成果作为一
项红利，让百姓得以分享，让人
们在其中感受到切实的安全，而
这就是建设平安中国最稳固的
基石。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警务改革
让百姓享更多“红利”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警务改革
的目的是让百姓享受更多的改革
“红利”。

在长沙， 公安部门打造了集微
信、APP等为一体的网上公安服务
平台，涵盖179项办事业务，并在大
型商场中投入便民自助服务点。在郴
州，交警部门将车辆查验、上户、转户
等窗口服务实行集中办公，使群众享
受“一站式”服务，新车上牌仅需一小
时。在衡阳、怀化等地，出入境部门开
通港澳通行签注自助服务，24小时不
打烊，市民即来即办、立等可取。

改革启新程，扬帆再出发。下一
步， 省公安厅将认真落实十九大报
告中对公安工作的要求， 落实到公
安工作的全过程、全方面，继续加强
改革研究，典型培养、培训宣讲、督
察指导、奖惩激励、项目推进，推动
警务机制改革向警务体制改革深度
突破、固化定型，努力实现公安工作
全领域、全流程转型升级。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颜英华
孔奕 滕张芳子 秦帆

179项公安业务轻点鼠标就能办理
我省推进“4+X”警务机制改革，打造网上公安服务平台，让市民享更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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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加快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这么快就破案了， 神速
啊！” 怀化市民张女士激动地
说。5月下旬， 该市公安局和芷
江县公安局侦查实战中心上下
联动、合成作战，不到24小时就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某， 为张
女士追回被盗的黄金项链。

“在警务改革之前，这种速
度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市的案
件很多可以做到朝发夕破、随
发随破。”怀化市公安局侦查实
战中心民警黄光吉坦言。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时代
到来， 公安工作内涵和外延发
生了深刻变化。2016年，全省实
现了刑事案件、 命案、 治安案
件、道路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
“五下降”，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两上升”。今年1至5月，全省刑

事发案同比下降14.15%，破案
同比上升22.33%。

为了提升警务实战效能，
湖南公安与国内最知名的互联
网企业华为等公司建立战略合
作机制， 全力打造“潇湘警务
云”。 通过对海量数据归集共
享、加工整理、按需建模、聚类
挖掘，实现了全维感知、全能运
算、 全域应用。 以长沙公安为
例， 通过深度挖掘分析盗窃等
犯罪相关数据， 发现职业犯罪
占70%以上，其中惯犯、累犯占
了20%。 长沙市公安局指挥情
报中心，对接处警情况、车流量
状况、 路面见警率进行大数据
分析，实现扁平化、点对点精准
指挥，该市110处警民警到达现
场时间平均缩短了1分45秒。

“麻烦你们， 我好想回国
啊！”3月23日上午，@湖南公安
在线值班编辑收到这样一条私
信。原来，湘籍游客小田在韩国
度假，不慎遗失了护照，希望湖
南省公安厅帮她尽快和驻韩国
大使馆领事部确认身份。

随后，值班编辑一边通过
微博与小田保持联系，一边将
情况反馈给湖南省公安厅人
口与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国
境工作处处长张云峰。湖南省
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
立即对来自驻韩国大使馆领
事部的信息审核请求进行核
查， 并于11时15分许反馈给
驻韩国大使馆领事部 ， 妥善
地解决了小田的难题。 下午5

点，@湖南公安在线与小田通
过电话联系，确认她已在回国
的路上。

近年来湖南省公安厅安排
懂技术、 善于运用新媒体的团
队具体负责“湖南公安在线”的
开通、运营、拓展，组建了“湖南
公安在线”新媒体工作室，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模式， 建立
了新媒体工作交办机制， 各市
（州）公安局、厅属相关警种均
建立了新媒体工作联络员，对
涉及到各市（州）公安局、厅属
相关警种的工作事宜可以及时
予以交办、转办、反馈。

迄今为止，@湖南公安在
线已完成10次跨国救助，并5次
帮助陷入传销的网友解困。

“真不敢想象，出门左拐就
把身份证办了。”长沙河西某高
校学生刘芸是海南人， 她告诉
记者， 自己的身份证有效期是
今年10月20日。国庆节后，她前
往学校附近的派出所， 只提供
了一张照片就把身份证办好
了，“流程又简单， 关键是还不
用回老家。”

随着长沙市政治经济文化
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地
户籍居民纷纷来长求学、经商、
务工或定居。前期，按照公安部
和湖南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全
市在长沙市公安局人境支队、
长沙市政务中心和十个分区县

市局的办证大厅共设立12个全
国跨省异地和省内异地身份证
受理点，为全国所有省（市、区）
包括少数民族双语地区的群众
开展办证服务， 取得了很好的
社会效应。

为了让在长的外地户籍居
民办证更便捷、更满意，从9月
17日开始， 长沙市决定在全市
基层派出所全面启动办理全国
跨省异地身份证和省内异地身
份证服务， 实现办证对象全国
“全覆盖、全对接”，办证地点全
市“全覆盖、全对接”，让更多群
众在我市享受便捷办证红利，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天内就抓到嫌疑人，速度真快

上午发微博求救，下午就解围了感受2

办身份证再也不用回老家了感受3

数读

刑事立案
同比下降14.56%

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将创新
完善立体化社会防控体系作为全
省公安机关重点基础工作持续推
进，通过推进“4+X”警务机制改革，
全面防范能力、基础管控能力、打防
犯罪能力、群防群治能力明显提升。

2016年， 全省刑事立案同比下
降14.56%， 从原来的年均30万起下降
至25.3万起；今年1至5月，全省刑事立
案又下降12.33%。目前，全省明确要严
格落实寄递物流业“三个100%”：年
内实现“寄递网点收寄验视100%，实
名登记100%，邮件、快件在省际、市
际、县际分拨中心过机安检100%”。

憧憬

民众安全，国家方能平安
“十九大报告看民生”系列评论15

从9月17日开始，长沙市基层派出所全面启动办理全国跨省异地身份证和省内异地身份证服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