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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智慧动能
科技创新助推警队转型

‰—̈ —，·———¶«̊ —„«—†——·«‡—ˇ†—¶，，ˆ
———«—·—˜́ —̨ ˜ 《·—̊ ———–‡——̌ —́˜̌ —…¶„«

—†»œ„—— ¶̆fl—fl̨ æ‰¤—Ł̃ £̊ ‰—º̧ …¿…》，——„«
—††¿—————˜ 《„———„«—†·—̊ ———–‡——̌ ´—˘

¶fl—fl̨ æ—ƒ— —̂——¿́ —̨ ˜̆ ——¡》 »—¶fl——̈ —»æ

¨—— ‰̈–， ‡—̨ “”—̃ ˇ̊ ¡̨ ¤—»»æ‰–—˜̌ —…¶„«

—†»œ„—。 ¨———–‡”—，——̌ ——˜̊ ，̇ —̂—̈ «——„«

—†，——fl”„̧ fi” —̋ »̇——˜̃ —‰Æ， ，—̊ ˙——‡ˇ´˜

——、–£—‡—†̂ æ— —́—̨ “— —̃œ¶fl̊ —…ø。
‰—̃ Œ—·，——¶«„«—†——‰„¿ …̆…— —̧fl，—¢

¨º— »̇—¶fl̃ —，·—̈ «———¡——„ ，̇—̂ æ—fl，‡—`¢
·—̊ ———̊ ——‰——— ，̃ ˚———‡£—‹»fl— —̧“„⁄——

»œ— ，̆ ¨«——”—24 —¡̊ –—Æ„'……̊ ı—§‡ ，̄˚—
ˇ———†Ø̊ ——‰̊ ———»fl， ·—————¶«„«—†——˙¿

“˚———·—̃ —”。
˝¤„—¿“—„ “˘‰—†‡˙˚—”“—'``„⁄‡—”

“`‰‡—•——`——˝ł„⁄‡—”‰¤—Ł、——»Æ—¯ˇ¢˚—
——†—…fl”˝̊ —̆ —„Ø…fl„⁄——， ， —̂—̋ ‡‡—˝˘‰ł

‡˙̌ —̃ '¶ ，̧——“̌ —̋ ‡‰¤—Ł， †»¶ —̌———¨«˚—

……•—̋ ł́ —·¥‰ ，̇ ˚—̌ —̈ «̊ ———，———‰»†—´•

¿—¨«，†，˙；„„‰¤˘—˚—˘—…—¿—、—˛—†¿¤¿—、
˛—¨¸»œ、————˛§—，—¨˜—¨——˜“˛—˛»—»——”
—¯̌ ¢»fl、`¢——»fl•—¿———̌ —。

˛“‰ł—»†‰‡«—…“˚———˛“˝ı”——˚¶，ˆ—
ˇ—̈ «—fl—Æ„'̊ ————ƒ— •̂—̨ æ， ， —̂——¯`ƒ—fl

˛æ¿ —̆§，——§—«̌ ，»fl„———， ˙¿»fl̂ æ—fl…¤—§

¿…̆ —“—»̋ ł¿…”，˝¤„—“—†̊ ———”`—̄ —，˚—ˇ—
“¨¸—————˘——¸ª”；˝¤„——ß”ˇ„«—†、‰»˝¤、
˛—̀ —、— —̊—— †̈¿̂ ¯̊ ———，‰¤̀ ¢… —̃—̨ —̀ ———

——— —̨†„———̆ ‰—¤， ‰«… —̃—̨ —̀ ——¯̌ ¢¨«†¿

˜—̈ º·—̊ ———„—¿—。
————”ˆ̈ —‡£—¯̌ ¢»fl‰¤—Ł“„—¶¤¶fl——”

—˜̋ ‹̊ –，——̇ —“———¡¶fl——”。 ， —̂———————•¢

¨«„œ̊ —¿—̀ “¶fl—›„—— —̆—–ƒ、“»¥̀ “̋ ł+‘—»
·——»，¤—fl’”— —̆ —̌fl̨ æ̆ ‰—¤，—Ø‰¤“—»·——»
，¤—fl” „———̊ ——‰——— ，̃ ¨ »̂ø†ª̄ —‡—¸ø·—

“”„̧ fi—fl̨ æ”ˇ—“— »̇——fl̨ æ”—“— —̋—…¶。
`“¶fl—›„——˘——–ƒ˝¤„——ß—ˆ˚—»œ˙'

—‰、— ·̌«̋ …̆ ‹、…—̊ —…—̆ —̧ ß—›„—̈ —̧–̊ —˚–

…—¶‰•·—¡，ˇ———、·—，—†¿、ˆæ—fl´—˚—„—¿—
— •̈‰̊ ‰，‰¤̀ ¢—»——“ˇ———，—†¿、ˆæ，¤—fl、ˆæ
…—`ƒ`¿、…—˚—、·—，—†¿”“˛————»”`“¶fl—›
„—— »́œ— 。̆ ˜¿̇ —，————524 ˆß——̇ ł‰—¶—¿—

，·¨¸—–”˝ 66 ˆß˛—¶—¨¸—–———，˜—¨º˘‰—¤
„—¿—，˚—̌ —“¨ —̧—̋ ł— „̌—，—·•¤̋ ł— —̌—”。

催生战斗力
大数据提高警务效能

10 —´31 ¨—，————·—¶————›„—̇ —̆ —·—

`¿̊ —————̄ —»ø·¡— ，̌˚—̊ '̊ —̋ ł——¶fl，‰«•，
——̌ ———̈ —̧—̃ ‡‡—„ƒ—¥»æ，˘ »̆æ40 ——˘———
¶fl‡———̆ ¿–»— —̀，…—。

10 — —́——fi， ， —̂—‰—»æ—»̆ ———¶fl‡———

˘¿–»— —̀，…—̌ —̧ —， —Œ…—̧ —‰—̆ —̋ £•¯———Œ

ˆ¯̇ —— —̃—¶fl‡———̆ ¿—›‡£–»— ，̀•—†»̊ ⁄•—。
—¤—，—Ø—›——̄ —•—̨ —， ˝ ¶̆ˇ̌ ———̈ —̧ƒ，ˆ̊ ˙

—»，—‡⁄̆ ————，— „̃—•，，—ß— ·̂—̊ ———•—̨ —，
2 ——̃ ——ß——‡—6 —ı̌ —̧ —，•¢̌ —ˇ———¨¸——1
，——´˜—ˇ—˝‹—»•ˇ˘•»—˚——Œ¶—·˛˚—´———

˘¿。
“— —̧ ·̂—̊ ———，¿—¶—̋ ‹———˝—，…—„Ø——

—ß——， ——”£̀ ¿——†Ø—¯̌ ¢———⁄†—•，——•¢—œ

— ¿̃—̃ ———” —̋—†Ø„⁄————̌ —，„—¶¤—⁄——̀ ·，
·—¶ł—Æ，———†Ø—§̃ —，˚—̌ —¿—•¢—，、˘ ·̆——，

—˜̃ ¿–Œ。 ”——¶«̊ —„«—†——————·—¶—，–·—¶—

‡⁄—¯——•†‰Ø——， ——˜‡–»—¥»æ”—，11 —´—`
‰æ，‡˙̇ ł——̂ »————̆ ¿‡———̆ ¿–»— 。̀

，ˆ——˝¤„—–——fl—˙»—“——˝ł”，•¢¶fl¨”
————̃ ƒ̋ —‡—、——¶fl‡—— —̌†———˙̃ ———̆ ‹，˜¿
˙————— 64550 —¤‡—`—…—¨º——˝ł„⁄‡—，—›
—œ̈ ”————»—–»— ‡̀—`—164 —¤， ˘˘»æ`‰‡—

—`̇ ——，31 ˘—，—¥»æ•，——̌ ———¨¸48 ¨ ，̧——
¯—173 —¤。¨«̊ —12 …—¿———̆ ———、253 ˆß·—
——¨¸—–…—¨º“˛—`—…˜——„———”˘‰—¤，†—…fl
˚—̂ ß—¯̌ ¢60 ——̋ ——ı， ˝¤„—̆ ‰—¤—⁄—fl，˘˘
»æ5 ˘———¶——，…—。

˝‹̊ –，， —̂——‰̧ —·—‰¤—·•¤…—¶‰“˚———
—œ`—”，—Ł`¢—·•¤…—„————˜，—Ø‰¤—·•¤—˚
`¿•—̨ æ¶—， —·•¤———，̇ ł——̈ «̊ ¡̊ —̌ ¨˚—̌ —

¨«̀ —‡—、˛—̧ —‰ —̇ —̃˙̃ —„—¿—，¶——·•¤»—¶fl
˚———˚———»fl、¨«•‰˛»、¶fl—‹»fl…—¶‰„———，
„„‰¤…fl•—̨ æ、„———、…—¶‰———»——— —̃—”ˇ—·

•¤„—————̌ —，˚—̌ ————，̈ «„—‡—¶fl—‹…—„—，
—Æ，——·•¤———，̧ fĭ ‰， –»̊ ¡„«—†——̈ •¶¤˛“

ˇ—…¶„«—†»œ„——·•¤———，„—————— ‰̃¤—Ł—ø

——。
“¸—— ·̄—̊ ———……̊ ı— —̃—¶ —̈ƒ— ，̂˚„—fl

`ƒ‡—•—̊ •̋ ，̄—‰¶•̀ ƒ·—·——Æ，—，˝‹̊ –•·„—

—·—„– ·̆«̋ ‡—fl̨ æ̃ £̊ ‰——…¶。 ”，–̊ —‡⁄、——
—‡̨ fl̊ Ø… 、̇——‡⁄—»̨ —”Œ‰Ø——，，ˆ̊ ———»Æ—˛

—†—·¿—˚—ˇ—`¸“`‰—ˇ——¨—ˇ´‰—”，…·—'˘›
—，…—̆ —̆，́ 、̊ — —̧———·———̊ —́，…—̆ ˘—，´˚

•—–—— —̌—233.3%、69.5%， ——̊ —́，…—‰——fl

`¿、— —̨†—，…—‰——fl̀ ¿、`‰̇ ——，…—‰ˇ̈ ¥̃ Œ•—

–—̌ ‰́—58.5%、19.6%、38.9%。

打造警务新模式
筑牢百姓安全防护网

‰æ̃ Œ7 —´28 ¨—，”—˝``º、¸ …̨—— 、̀`‰
˚——`3 ，—̄ —‡—̧ ø„—̄ ‡̆—̀ ¢， •—–—¶——ƒ‡˙

˙ł3 ，———̊ ·́ƒ。 ——̊ ，̇ —̂———•—̨ æ̂ æ—œ— ，̌
——‰¤̀ ¢̊ —̊ƒ—´̊ –·œ—fl̨ æ̊ ——‰—Ł̇ ——˜—fl̨ æ

˜£̊ ‰， ·———— —̆ ，̌ø–—‰———̀ ”̧—̋ `̀ º———˜

¯—‡—̧ ø†ª…¶„—¶—、— —̧“†»‡'、„⁄——»—…«——
†»，——¨̋ »‡—̨ —̊—， ˚„— ‡̂˙̇ ł— —̨†•—¿—̨ —

¸—‰ 、̇•—̨ æ̈ ”——̈ «，†， ，̇·—，ø–—— —̌Æ——̀ ¸

•—̌ —•—¿—̃ —̀ ƒ。
‰—̃ Œ—·， ——¶«̊ —„«—†——‰—‰—˛§̈ ˘˚¡

„«—†——“¸˜，—·——¥”—fl˛æ—‰´—，—Æ—˚——…¶
“¨—·——¥̊ —”， ————̋ ‰̆ł—´̊ –·œ̌ ————fl˛æ

„⁄——，——»fl—¯ˇ¢—ƒ—ˆ，·————fl˛æ—´˜£˚‰，
——— —̨————†̈ «•—»⁄̋ ł。

„„‰¤‡˙̊ —¿ …̆…— —́ •̋—¿—̈ ƒ。 ——‡˙̇ ł，
5 ，—“————¿——fl”˘‰—¤ 24 —¡˚–—⁄˚—‰—˝•，
— ，̌æ—æ̊ —“———fl·ƒ—fl、˛——fl—†́ —”— “̃˝ł，æ
»fl—†´—、¶fl—‹»fl·ƒ—fl”—†•—»œ—˘，˚——¡“3
•———…ß—fl”——ˇ—，·———“1.3.5”¸—¶¨，˝˘‰ł
„«—†、‡ „̇—、‰———“¨—” —̌»”`“̇ —̀ “¶fl—†•—

˜£̊ ‰。 ———†———fl·—¶——Ł̀ ¢—†•——，»—•———

— ，̃ ——–Ø†…·—‰——¡̌ —— ，̃—̇ ——‰̋ •̨ “—¯̌ ¢

†—…fl—˜———“—§—ª，‰¤`¢…fl—，»—、——¶¨、·ƒ
— —̂»——— ¶̃—„ƒ̃ ——，»———̌ —， —Æ，—…ß—fl´˚

” „̋—̊ ´́ 。̊
¿“–—̄ '·—— —̨†„———— —́———。 ，ˆ——̈ «

ˆ—̋ Œ‡—522 ，—————·——fl̨ æ˚—‰¤—Ł、 —fl—ˆ

——–，̄ —–，，522 ˆß“—»·——»，¤—fl”¨ —̌—́ —̃—

“— —̧–”„⁄——————，¿“—„̂ ‹¶———‰—、—†́ —•—

¿—、•—ˇ—¯¯†Ø、———ª„—¿——¨„⁄——，———§»”
‰—»ø†ª—fl`ƒ†»—ª；—Ø‰¤“—»·——»，¤—fl”„—
——̊ ——‰——— ，̃‰Æ” —̌ —̆ —̌fl̨ æ̆ ‰—¤，˚—̌ —，¤

—fl¶—̨ Ø„————¯̌ ¢»fl， ˆ¿— …́¤—§¿…” …̧˘•—

—»…——œ‡—，…¤—§„⁄—˚̌ —̋ ‡—–‰—¶¤——。 “˛—
ˆ —̇»—Ł—“—»†¿̊ —»œ，—·——‡———†———，—˝̃ —

˚—̊ –‰—̊ —„⁄——̋ ¤—“—º̈ ˛̨ æ—，̀ —， — ·̌«，—

——̊ ———，·—·——Æ——̀ „̧⁄———§́ 。̊ ”¸ …̨——`

——̊ ·́ƒ̇ —̀ œ„—·— “—»·——»，¤—fl” ¸——¶̆ ‰

¸—。
10 —´12 ¨—̌ ´̨ —3 ˚–——，`Ø„—————‡ˇ

，£·— 74 ¸Œ»…———ˇ˜Œ‡—·——˜·—ˆæ——˜‡˜‡
·—…—————̊ §， ˘—…—̈ ¸̌ —̀ Ø„—————̄ —‡—̧ ø

˙——œ。 ， ·̂—“—»·——»，¤—fl”·ł̀ —̊ —̊ fį »“–ƒ
˙—·—̊ —”`‹—„̧ ———，·˛̈ —̀ Ł‡¿1:00 ——————
——̀ º，——‰———»•ˇ̆ œ—‰— —̀——‰—ˇ̈ 。̧

“–ƒ̇ —·—̊ —”———— ”́»⁄̆ ‰—†¶—˛Ø˚ ，̇ˆ

——•¢¶fl——̇ ł（·—），—†¿、˝ —̧———̈ 、̧˙—̃ Œ——

—，——、 — —̨†»—…«•———— †̈ —̨º̈ ”•—̈ ”—˛„⁄

——，˝Œ— —̆—»Æ— —̨†•—¿———̌ —。 “–——¡¿·̨ —

ˆ˙—˜‘–ƒ˙—·—˚—’，—ˇ，——´˛—ˆ˙·——˜—`˙—
—，̂ —̌ —̌ ‰́—，`———‡—̂ ，̄——ı”—• —̄ 。̃ ”¸—
˘—“–ƒ˙—·—˚—”，`—————¨˛¨“—´·——˜˝ı˜—
˜—————，—·¥。

¨—‰æ，“–ƒ̇ —·—̊ —”———— ”́ ——‡—˛“，ˆ

˚———»Æ— —̨†•—¿—— “̃`—¶fl——”。 ¸ß̂ »̇———

———¡˙ł——˙ł、——…———˝•，´˜——“——˛æ—†¨«
—–、——˛æ——‰——–、——˛æ—ß·«—–、——˛æ‰»˝¤
¨——…—–、——̨ æ——̇ Ø·«———–、——̨ æ— —̨†„———

—–”—¨“`ø—–”————，‡—˛“——»Æ—˛—†•—¿—
“`—¶fl——”，—›—œ„«—†»œ„—́ —̃————ª„—¿—、
— —̨†•—•¶、ˆ‹¶—»fl‰—、·—»—•，——、— —̈œ̈ ”——、
•¤— —̨ß·«、`———̊ —̋ ß、—†́ —•—¿—— —̈———，·——·
˝•— •̌—•¶»fl‰—•—̌ ———»…，¨«̂ —— ‡̨—̀ »̧ø†ª—˛

—†•—¿—“¨«̂ æ——̌ —”— ·̃———— ，̨æ——。

用
大
数
据
创
建
大
平
安

—
——
——
¶«
˝˘
‰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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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Ł
„⁄
——
…˝
˚—

•¤— —̆—–¤·— ”́—˜ˇ…ß

ˇ—… —̇————æ——

˝¤—¶—–`œŒ ”̄Œ†——‰—›

11 —´‡ı， ——¶«

˚—„«—†———¸—ˆ·—˚—

——•—̨ —，¿—̧ ——¥»æ—»

ˆß——‡—·—˝——`—˜•，

——̌ ———̈ ，̧˘ »̆æ———，

40 ——˘—。 ——˚˙，ˆ——

˝ ‰̆ł “— »̇—„«—†”‰¤
—Ł—，¸—˘˘»æ—˜—»，—

——— —̋，——。
‰—̃ Œ—·，——¶«̊ —

„«—†———˛„—˚—`¢ˇ—

¿ …̆…—“—fl̀ ƒ、ˇ——¯̌ ¢

»fl—“—‰¶•̀ ƒ—˜̧ …̌ º，
…Æ‡—¿ …̆…··— ，́˝»‡—
˚——‰—ƒ— ，̂——̋ —„«—†

·—̊ ———” —̋ …̆˘̧ ª，¨«
ˆ—‰¤—Ł“— »̇—„«—†”，
·—‰ł—¯ˇ¢—º——˛æ——

¶¨̈ —” ，̌—Æ——̊ ——‰—§

˜—” —̋⁄—fl—⁄†—、·—»—
•，——、•—̨ æ——»Æ—¨，—

•‰̂ —̃ —̀ ƒ，˚—̌ —`¸„«

—†„⁄——————̋ ø— “̃¨¸
”£—‰̊ ı” ˇ——⁄—fl、—⁄
†—、—⁄•——˜“—˙»—„«
—†”·——“— 。̋

局长谢伟宏率队开展巡逻防控工作。

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宝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