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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
见习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刘彬

近年来 ， 长沙
市公安局按照省公
安厅县域警务工作
部署，将做实社区、

学区、园区 “三区警务 ”作为县域风险防
控、县域治理的重要抓手，坚持人防、物
防、技防、心防并举，强基础 、控风险 、压
发案，牢牢守住安全稳定防线，确保了全
市社会政治大局持续平稳。

“社区警务”强化平安和谐之基
长沙市公安局深入推进社区警务 ，

不断强化基层基础工作，通过“传统+科
技” 把社区警务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
前沿、和谐警民关系的桥梁。

化解矛盾纠纷是推动社会和谐 ，维
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长沙市公安
机关坚持完善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 ”，以基层党建为引领 ，实现社区民警
100%专职化、“一村一辅警”全覆盖，推进
社区民警进社区、村“两委”班子；将社区
警务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合， 今年以
来全市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3.1 万余

起。
周界防护、电子巡更、抛物监控……

长沙市公安局突出抓好前端感知设备建
设、数据融合汇聚 、平台实战应用 ，在全
市范围内推进“智慧小区”“智慧村庄”建
设 。 目前 ，全市已建成 “智慧小区 ”1091
个、“智慧村庄”12746 个。

为切实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能力 ，
长沙公安最大限度显性用警， 在全市原
有 41 个快警平台基础上，新增固定执勤
点 152 个，新增“鹰眼铁骑”389 台，与 1、
3、5 快反机制紧密结合， 快速反应能力
全面提升。 长沙公安还推动全市建设联
网公共视频 42 万路 ；滚动实施 “派出所
三年行动计划”， 启动新改扩建派出所
12 个 ，153 个派出所执法办案区完成升
级改造；推进“交所合一”建设，新增农村
派出所交警中队 72个，覆盖率 100%……

“学区警务”铸牢校园安全防线
长沙市公安机关坚持把维护校园安

全作为推进县域警务的重要内容， 全面
推动夯实“学区警务”建设，构建警、校联
动工作模式 ，落实高峰 “护学护岗 ”等护
校安园各项工作， 有力地维护了校园环
境平安平稳。

长沙河西大学城因地处岳麓山景区

而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根据此地高
校林立、师生众多的特点，长沙市公安局
岳麓分局探索构建警校联动新格局 ，共
建共创平安高校。 按照“一校一策”原则，
已联合 10 所高校分别成立共建“平安高
校”领导小组 ，制定警校共建计划 ，量身
打造校园安防方案，并设立驻校警务室，
明确了法制辅导员和专职驻校联点民
警，随时提供安全防控指导服务，全面开
展校园普法教育宣传。

在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每天学
生早晚上下学时段，都会有全副武装的护校
民警与巡防队员、校园保安员、学生家长志
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高峰护学。 目前，
全市共设立 100个市级公安“护学岗”、100
个区县（市）级公安护学岗。

今年来， 长沙公安不断强化校园安
保力量， 在内保支队专门设立 “学区警
务”大队，严格落实护学岗 ，全面实施公
安机关负责干部联点包保校园安全工作
举措， 每天上下学时段动员组织 2.2 万
名群防群治力量在校门口开展常态高峰
护学，并依托全市各派出所、“星城快警”
等力量，加强校园周边巡逻守护。

长沙公安还进一步夯实校园安防基
础，着力建设平安智慧校园安防平台，实
现护学岗打卡、视频联网、智能研判、预

警推送、风险评估等业务应用。 年内，还
将在全市校园周边新增高清监控摄像头
1 万个。

“园区警务”护航企业创新发展
长沙公安机关全面推进园区警务

工作向纵深开展，全力服务“三高四新 ”
战略实施。 按照“智慧共享、多元共治、优
商便民”的原则 ，确保“警务资源在园区
覆盖、治安动态在园区掌控、矛盾纠纷在
园区解决 、便民服务在园区落地”，构建
“预警预知、精准主动、集约高效”新型园
区警务模式。目前，在全市每个省级以上
园区都设立了警务室， 实施项目警官制
度。

长沙公安还通过健全园区联席会议
制度， 实现园区警务信息共享、 工作协
同，不断促进企业联防联治，大力开展园
区常态化、动态化、实效化治安巡逻防控 、
应急处置、安全防范等工作，全面压控园
区各类可防性治安和刑事案件发生。

同时， 长沙公安机关进一步强化园
区涉企案件侦办， 成立知识产权犯罪侦
查支队 ，配备专业民警 30 人，全力保护
企业知识产权。今年以来，长沙公安机关
共侦办知识产权案件 73 起，切实维护了
企业的合法权益。

社区、学区、园区平安支撑社会大平安
长沙公安大力推进“三区警务”构建平安长沙新格局

通讯员 范玉婷

三一智慧钢铁城建设工地， 塔机挥
舞，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顺丰物流基地，
车马盈门， 物流源源不断输向全国各
地……

2021 年，株洲荷塘朝气蓬勃，经济脉
搏强劲有力。

自 “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开展以
来 ，荷塘区积极践行省委 “三高四新 ”
战 略 ，大力 推 进 产 城 融 合 ，依 托 已 有
产业 优 势 ，持 续 补 链 延 链 强 链 ，着 重
打造“材料科技城”与 “现代物流城 ”（以
下简称“两城”），服务全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

创新推进机制 加快项目建设
3 月 15 日， 荷塘区召开了五届常委

会第 111 次会议暨产业项目建设年 、优
化营商环境年活动动员大会， 提出了紧
密结合国家 “十四五 ”规划提出的 “加快
补齐基础材料短板”和“提高现代物流发
展水平”目标，结合省委“三高四新”战略
和株洲市委提出“全力培育制造名城 建
设幸福株洲”的思路，明确了“两城”建设
的“4321”发展构想。

为使 “两城”建设构想成熟落地 ，荷
塘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区
长为组长的“产业项目建设年”领导活动
小组，高位推动 ，靠前指挥 ；明确责任单
位，实行“周调度 、月交办 、季讲评”的机
制，现场办公，主动化解项目开工建设中
的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尽快落地、开工
建设以及竣工投产。

此外，荷塘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对
标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续建、新开工和
前期项目占比， 坚持顶层设计、 重大战
略、重大规划 、重大项目一起谋划 ，确保
一批重大项目能进 “十四五” 规划的笼
子。

在系列强硬新举措下，上半年，荷塘
区人民政府先后与广东莞深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举
行韵达湖南物流产业园项目举行签约仪
式，实现两天内重大项目连续签约。 三一
集团与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大明国
际、中国 500 强企业大汉集团签约。 下半

年， 三一智慧钢铁城项目一期一标段开
工建设、铁路专线建设启动。

“这些项目的签约落地，不仅为当地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还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发展， 直接促进了当地产业的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荷塘区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今年 1 月-10 月，荷塘区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206.5 亿元，增长 3%；完
成重点项目投资 110.8 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 77.1%；重点项目计划开工 26 个，实际
开工 36 个；计划竣工项目 12 个，实际竣
工项目 14 个。

保障营商环境 全程精准服务
项目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发展好。 对

于引进的企业和项目， 荷塘区坚持务实
原则，全程精准搞好对接服务，持续强化
跟踪督办，确保加快落地见效。

荷塘区将优质的服务打造成全区发
展最大的优势， 深化 “最多跑一次”“带
办+代办”服务，坚定不移落实好减税降
费、减租降息等一系列纾困惠企政策，切
实增强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打造“一
办两中心”的产业服务体系。

产业项目引进后， 依托招商办和优
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 产业服务中
心建立 “一办两中心 ”的企业服务体系 ，
构建全流程企业服务体系， 全力优化营
商环境。

高薪招聘一批高素质企业服务专
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全程负责
项目工程建设审批“代办+带办”服务，加
速项目前期办理 ， 节约项目前期时间
60%以上，实现产业项目“拿地即开工 ”；
从项目签约至项目投产， 企业服务专员
实行“一对一”帮代办全流程服务，切实
加大营商环境保障力度， 推动项目早开
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签约只是招商引资工作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 ，后续要做好的‘文章 ’更为重
要。 ”让新引进的企业红火起来，产生无
形的示范效应，是招商引资最好的广告。

企业兴 ，则经济兴 ；产业强 ，则经济
强。 荷塘区将持续以优质的服务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让高质量企业、高水平项目
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在创新中彰显智慧 在实干中彰显担当
株洲市荷塘区奋力推进“两城”建设发展进程

三一智慧钢铁城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