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观察

【见闻】
“一村一警”筑牢
农村社会治安防控根基

4月30日， 记者在江永
县粗石江镇叠楼村看到，驻
村民警带着县民政局联系该
村的干部一起来到村民家走
访，了解实际困难，调解矛盾
纠纷。

去年以来，该县推行“一
村一警”警务工作机制，选派
民警驻村和挂村， 承担起村
里社会治安信息员、 矛盾纠
纷调解员、治安防范指导员、
法律政策宣传员、 民事村办
服务员等"五大员"职责，针

对农村常发的宅基、财产、婚
姻、家庭等常见的矛盾纠纷，
逐一入户、逐一排查、逐一登
记、逐一化解，真正筑牢了农
村社会治安防控根基。

【背景】
围绕民意
主动作为得民心

近年来， 永州公安将过
去被动反应的警务模式创新
转变为主动警务战略， 以保
障群众安居乐业为目标，主
动深入辖区走访排查， 将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将犯罪
遏制于预谋阶段。

在此基础上， 紧盯大要
恶性案件，主动打击，将打击
的锋芒对准“八类”严重暴力
型犯罪、多发性侵财型犯罪、
涉众型经济犯罪和“三强”犯
罪、 食品和药品造假“黑心
型”犯罪、黄赌毒“丑恶型”犯
罪。 全市实现了巡逻防控重
点、警力和资源配置的“三个
转变”：即由静态守候型向动
态出击型转变， 由数量规模
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由人
力密集型向科技含量型转变，
逐步完善了“主动进攻”、“先
发制敌”的现代警务模式。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茧 刘驰 通讯员 唐慧云

【见闻】
两跨省飞车抢夺团伙
栽倒永州

4月30日， 零陵公安分
局刑侦民警调取视频资料
为我们演示了一起飞车抢
夺案件从案发到侦破的全
过程。

2013年4月，零陵城区，
一名外地女性被劫匪抢走挎
包。110接警后马上将案情
转给刑侦部门。 侦查民警通
过信息手段， 在6个小时之
内绘制出犯罪嫌疑人在城
区内行进的路线图。 通过对
路线图的分析， 查出了犯罪
嫌疑人的藏匿窝点。

侦查民警通过分析认为
此案为团伙流窜作案， 遂按
兵不动对犯罪嫌疑人和车辆
进行布控。仅仅一天后，该团
伙四名嫌疑人欲再次作案，
刚进入中心城区， 就被一举
抓获。经调查，该飞车抢夺团
伙为跨省流窜的惯犯， 曾在
湖北、河南等多地作案。此后
的4月到6月间，永州公安通
过“三级战略防控圈”又接连

打掉了两个猖狂的跨省飞车
抢夺犯罪团伙。

【案例】
“六位一体”
侦破杀人焚尸案

2013年1月底， 高某兄
弟两人在永州火车站一个体
旅馆内将老板娘杀死后，将
尸体运至广西临桂县一偏僻
地点焚尸灭迹。 被害人家属
在案发后一个月才报失踪，
这给案件的侦破增加了相当
大的难度。

永州公安刑警运用刑事
技术、 信息技术等“六位一
体”的侦破模式，综合运用多
种侦查手段，通过信息研判、
视频侦查、调查走访，划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最
终成功破获这起重大跨省抢
劫杀人案。

【背景】
“打防管控一体化”
创造百分百命案侦破率

2010年以来， 永州公安

以县区为重点， 创新搭建了
实用性极强的“三级战略防
控圈”， 即在城区及周边主
要道口构建第一道防线，在
县区之间的主要出城口、中
间地带构建第二道防线，在
与外省交界口、 出市口构建
环市第三道防线。

同时，构建以“三级战略
防控圈”和“七张网”为主要
内容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整
体战略防控网络。2013年，又
建成了永州与广西贺州、桂
林、 防城港警务交流协作网
络，为打击犯罪，加强县区之
间、 市与市之间以及跨省警
务协作实战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上，
永州公安局已全面建成了刑
侦“网上作战平台”，通过信
息整合、分析研判等方法，让
案件侦破率得到极大提高。
2013年， 全市共立现行命案
69起， 破69起， 破案率达
100%，其中有53起现行命案
是在案发后3天内成功告破
的；攻克命案积案13起，占全
省破积案总数的26.53%。

“三级战略防控圈”推动大警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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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侦破和命案积案侦破工作在全省分别实现“五夺冠”、“六连冠”
2013年八类严重刑事案件下降35%，今年一季度同比再降11%

永州公安，凭什么打造了“治安绿洲”
在永州采访，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记

者都能明显感受到这片“治安绿洲”独有
的安宁与和谐。前不久，永州上榜央视、
国家统计局等发布的“中国幸福城市二
十强”， 在评选的最重要的安全指数中，
就有两项与公安工作直接相关的指标。

自2010年永州公安开展优秀团队创
建工作以来，命案侦破工作、打击“两抢一
盗”等侵财型犯罪、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追
捕逃犯等10多项工作，均稳居全省前列。

成绩的背后， 永州公安有哪些创新
模式值得探究与借鉴？

【见闻】
“天网”监控
“火眼金睛”筛查犯罪信息

4月29日，记者来到永州市公安局信
息指挥中心， 立刻被墙上的巨幅显示屏
所震撼。 永州全市路面监控镜头以及主
城区内高清摄像头传回的画面， 在这里
可以实时调取。派出所受理的案件，社区
街道反映的治安隐患等都在这里汇总。

信息中心的民警通过“火眼金睛”仔
细筛查，及时获取违法犯罪信息。仅2013
年，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提供有效线索866
条。

【案例】
瓮中捉鳖，假币诈骗团伙自投罗网

2013年3月以来，冷水滩中心城区发
生多起假币诈骗案，嫌疑人以问路为由，
以假外币兑换人民币的方式， 对受害者
实施诈骗。

侦查民警通过信息技术发现， 该系
列案件为一个团伙所为， 嫌疑人分别扮
作问路者、单位科长、银行主任、司机，驾
驶假牌银灰色小车合伙对受害者实施诈
骗。通过信息技术分析，锁定了嫌疑人驾
驶车辆的特征， 确定了四名郴州籍嫌疑
人身份信息。

5月4日， 该团伙刚进入永州市祁阳
县境内就立即被发现， 侦查民警迅速出
警，在祁阳县某宾馆将四人抓获。直至落
网，这几人才知道，两个月前他们在永州
的一举一动都已在公安的掌控之中。

【背景】
“天网工程”保百姓平安

2010年以来， 永州公安在全市建立
了“七张网”，即街面巡逻防控网、城乡社
区村庄防控网、单位行业场所防控网、区
域警务协作网、技术视频防控网、虚拟社
会防控网、情报工作网，构建起了点线面
相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打防管控
相结合、网上网下相结合的全方位、全天
候、立体化动态防控网络。

同时，各县区也构建了以主要路段、
繁华区域、居民社区、防范重点、管控盲
点为延伸的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的技术
防范网络，推进技防物防设施进机关、进
企业、进小区、进村庄，整合社会监控，将
有条件的重点内保单位、 行业场所接入
社会监控平台，初步建成了城乡结合、点
面结合，全时空、全覆盖的“天网工程”。

视频监控系统除了提供常规的视频
信息浏览、录像查询、视频轮巡、用户管
理等系统管理功能外， 系统还能提供越
界、闯入、逆行等行为的智能分析自动告
警功能。“天网工程”和“七张巨网”，不分
昼夜守护着永州620万百姓，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普遍增强。

“七张巨网”
守护永州620万百姓

以主动警务震慑犯罪分子
比硬件、比条件，身处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永州公安比不过很多地
方。但是，比创新精神、比战斗激情，
永州公安却当仁不让。 从2010年开
始开展优秀团队建设创建以来，永
州公安完成了许多以前看似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以较弱的基础取得了
排名靠前的业绩， 全面建成一支以
信息化武装、 以艰苦奋斗为理念的
现代公安队伍。

四两拨千斤，秘诀在哪？秘诀就
是优秀团队建设激发出来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执行力。从信息中心、
到刑侦支队、再到基层所队，永州公
安每一个“零部件”都最大限度地激
发和汇聚了攻坚克难的正能量。特
别是他们创新推出的主动警务战
略、特别能吃苦的战斗作风，造就了
百分百命案侦破率和刑事发案的连
年下降， 为平安永州建设打下了最
为坚实的基础。

团队建设是
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

■制图/陈琮元

永州公安打造“七张巨网”守护永州620万百姓的幸福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