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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公安局
社会治安创新亮点

区域警务整合模式
（老城、金江、福山、永发等）

抓重点地区社会治安专项整治。一是整合
特警、金江派出所、澄城派出所3个部门警力，
在金江县城开展全覆盖叠加式巡控工作，最大
限度挤压“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空间；二是在
老城地区开展公安、边防武警、企业保安联勤武
装巡逻防控工作，进一步加大对吸贩毒品等违
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三是在永发地区密切关注
偷采滥采砂石问题，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做
好维稳工作；四是在福山地区探索区域管理模
式，整合周边原农垦福山分局及3个派出所的
警力，开展联勤合成警务模式，强化福山地区的
综合管控治理。

探索村庄矛盾化解
快速处置机制

村庄治理是一个难题，在村庄里发生的盗窃
案件以及纠纷等，处理不好易引起更大冲突，澄迈
公安部门利用派出所建立起治安网络，深入各村
庄排查，提前掌握信息，进行研判，同时发挥基层
力量把事态消灭在萌芽中。

提前介入消除节日期间
社会治安隐患

“公期”是澄迈县农村的一个传统而又隆重
的节日，每逢“公期”就会集中大量的人流，极易
产生一些社会治安案件。澄迈公安部门提前介
入，摸排全县“公期”时间，做好路线规划，借助乡
镇、村委会干部、乡贤等力量，引导百姓文明过
节，近两年澄迈县在“公期”期间没有出现过重大
治安案件。

多警种联动
整治社会治安顽疾

今年5月中旬，澄迈县金江镇连续发生数起
街头飞车抢劫，以及未成年人飙车事件。澄迈公
安部门综合施策，运用多警种投入侦破，合成作
战，经过艰苦努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破获了案
件，受到群众好评。

澄迈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潘秋光谈
社会治安管理创新：

以问题引领创新发展
攻克社会治安管理难题

只有创新才能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出成效，
只有创新才能改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被动局
面。

没有平安，难有富足；没有平安，难有发展。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关系着一方社会的和谐稳
定，然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千头万绪，从哪里入
手、在哪里切入，考验着智慧。针对澄迈县社会治
安存在赌博、强揽工程、侵财型案件多发等顽疾，
创新必须找准澄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热点、敏
感、难点、短板问题，因地制宜，就汤下面，从源头
上、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澄迈县公安局坚持以问题引领创新发展，
“以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
为目标，以斩钉截铁的决心，凝心聚力，向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开刀，在瓶颈与矛盾集中处着
力，在创新中解难题求突破，在实践中摸索总
结问题的路径，向创新要实效，向创新要战斗
力，自觉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融入全县社
会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用创新“织”出
一张守护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平安

“网”。

池塘边、林荫下，老人们悠然
漫步，青年们结伴健身、有说有
笑，而小孩子则三五成群，绕着大
树打闹嬉戏……这是8月22日上
午记者在澄迈县金江镇大催村所
看到的一幕。经过两年的警民联
动、群防群控，这一原本被毒品危
害的“问题村”，已俨然转变成了
一座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文明
村。

据悉，大催村全村共247户，常
住人口逾1100人。在澄迈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前，村内仅吸毒在册
登记人员便有28名。此外，由于村
子周边多名吸毒人员常聚集在此村
吸食毒品，打架斗殴、盗窃、贩卖毒
品等案件时有发生。

大催村村干部石焕彬还记得，
村里的不少年轻人也因此受累，在
找对象时连连碰壁，被迫“打光
棍”。去年9月，当村子将组建护
村队抵制毒品的消息传来，青年们
踊跃报名，使村内反毒禁毒的气势
大涨。

据了解，一方面，护村队于去年
9月成立后，12名队员针对村内池
塘等毒品泛滥的重点区域进行反复
巡查，将现场吸毒人员移交给澄迈
县公安局金江派出所民警，并上门
对有吸毒史的人员进行规劝教育；
一方面，澄迈自去年11月开展禁毒
三年大会战后，县公安局出动特警、
便衣警察等多警种联合打击毒品犯

罪，并建立起针对病残吸贩毒人员
的特殊监仓，解决了病残吸贩毒人
员的收治难题。

记者从澄迈县公安局获悉，护
村队成立以来，澄迈县公安局联合
护村队对大催村吸毒人员进行了3
次围村抓捕，共抓获吸毒人员16名，
并在护村队的支持和协助下，于今
年3月成功抓获、收治病残贩毒人员
刘某俊，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有力震慑了当地的吸
贩毒人员，使大催村转变为文明和
谐的村庄。

大催村并非个例。近年来，澄
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治安防控工作
机制，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
性。通过悉心指导和扶持，目前澄
迈全县共组建了 80多支共 1500
多人的镇、村两级群防群治队伍。
各群防群治队伍与当地派出所构
建联动机制，积极参与预防和协助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取得了显著成
效。

另外，自从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以来，澄迈县公安局民警深入各
个村庄，通过悬挂禁毒横幅、发放
禁毒资料、开展禁毒讲座等形式，
对村民们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教
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百姓的防
毒、拒毒意识，有效地激励着大家
自觉参与到禁毒斗争中来，让更多
的村子走上文明发展、反毒禁毒的
新道路。

8月22日晚8点，把派出所里的
工作忙完后，金江派出所副所长谢吉
又开始到他所负责的辖区大催村“巡
村”了。“到村里跟村民聊聊天，既能收
集信息，又能联络感情，治安有了很大
的好转，村民功不可没！”谢吉说。

“两年前，吸毒人员常常聚在村子
的池塘周围吸食毒品，一旦缺乏毒资，
就会走上抢劫甚至以贩养吸的‘歪
路’。”大催村村民小组组长石焕彬说。

2015年下半年，在金江派出所的
指导下，大催村建立起“护村队”，12
名队员分成两组对村庄进行巡逻。于
是，类似这样的场景经常上演：夜幕
下，一道身影窜到村中，窥见四处无
人，取出工具开始盗窃电动车和电
瓶。“快抓小偷！”巡村的队员一声大
喊，“站住、别动！”众人合力追赶拦截

住小偷，并将其扭送至派出所。就这
样，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大催村也由

“问题村”变成了文明村。
如今在金江镇，这样的“路见不

平一声吼”，已不知让多少违法分子
胆颤心惊。“百姓的呼声在哪里，治安
防控的重点就在哪里。”澄迈县委常
委、公安局长潘秋光说，治安防控立
体化犹如一张织密的平安网遍布整
个澄迈县。

据了解，根据澄迈县的社会治安
特点，澄迈县公安局建立起区域警务
整合模式，特警大队联合澄城派出所
和金江派出所在金江县城开展全覆盖
叠加式巡控工作；老城地区开展公安、
边防武警、企业保安联勤武装巡逻防
控工作；福山地区探索区域管理模式，
整合周边原农垦福山分局及4个派出

所的警力，开展联勤合成巡控工作。
巡逻盘查的见警率、管事率和打击现
行的效率得到显著加强，全县发案率
呈总体下降趋势，尤其夜间发案率明
显下降，切实提高了群众安全感。通
过对金江、福山、老城等重点地区因地
制宜建立起的治安防控立体化网络，
最大限度挤压犯罪空间，使全县“盗抢
骗”案件同比下降21.7%，尤其今年7
月份“两抢”案件首次实现零发案。

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至2017
年，澄迈县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发案率
分别下降4.64%、21%和8%，呈逐年
下降趋势。2015年，澄迈县公安局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求助日均有效刑事警
情约2.5起，2016年日均有效警情约
2.3起，今年以来日均有效警情约1.1
起，本月有许多天则是零起。

澄迈县公安局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创新，加强能力建设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和谐的环境

为发展保驾护航 护一方百姓平安

成立护村队抵制毒品
警民联动强化群防群控

“问题村”变文明村

雨后的傍晚，澄迈县金江镇中心城区一片清新秀丽。
南渡江河堤两岸，市民有的在散步，有的坐在亲水平台上聊天；穿行背街小巷，路洁街净，停车有序；绿地广场、金马大道市政公园，老人、小孩怡然自乐……
这一幅幅和谐温馨的图景，正是澄迈县公安局近年来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安管理，围绕治安防控立体化、提升信息化等方面加强建设，打造“平安澄迈”

所递交的现实答卷。“家门口的每一个悄然变化，让我们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县城所传递出的温情。”金江镇富朗社区居民李开明说。

（本版策划/禾呈 撰文/禾呈 彬彬 朱怡榕
图片/澄迈县公安局）

“治安防控立体化建设为社会治
安管理奠定坚实基础，信息化建设则
让治安管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澄迈县公安局政委杨健分析，信息化
时代的大背景下，社会治安方面出现
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社会治安管
理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
挑战。为了顺应新的形势，从根本上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效打击各类
新型社会治安犯罪，澄迈县公安局近
年来加强信息化建设，坚持用信息化
手段创新社会治安管理，努力实现公
安信息化建设与社会治安管理创新
有机统一，实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和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希
望、新期待。

今年 5 月 9 日至 19 日，金江镇
发生多起飞车抢夺案件，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澄迈县公安局
成立专案组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犯罪
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和特点进行研

判，同时开展走访调查工作，在5月
24日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当
日15时许，办案民警经7个多小时
的蹲点守候，最终在犯罪嫌疑人王
某家中将其抓获归案；今年7月，老
城镇大场村施工现场，有部分村民
到施工地阻挠施工甚至打砸设备，
老城公安分局民警及时赶到现场，
制止了阻工；本月初，老城经济开发
区某施工工地有两拨工人发生矛盾
纠纷，干警及时赶到现场调解，化解
了双方的矛盾……

老城公安分局局长陈焕辉说，公
安干警能够及时赶到现场，制止事态
的进一步升级，源于公安部门建立起
快速反应处置机制，运用信息化手段
提升社会治安管理等。

运用信息化，澄迈县公安局牢固
树立“信息导防”理念，2017年3月创
新推出了每月社会治安形势常态化分
析机制，综合评估辖区案件警情发展

态势，实行动态布警和弹性工作制等，
提高了在指挥决策、快速反应等方面
的综合能力，为治安管理、警力部署、
巡逻布控、安全警卫等公安业务提供
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

在此基础上，澄迈县公安局还大
力推进“四项”建设，2016年先后共投
入公安信息化建设经费近6000万元，
建设了723个全数字高清监控系统、
63道治安卡口系统、视频会议系统、
汽车站等地人员系统管控前端系统，
优化公安网络、购置无人机等警用设
备，高清数字监控网率先在全省覆盖
到每个行政镇（墟）所在区域，公安基
础信息化进一步夯实，信息服务实战
能力显著提高。

2015年以来，澄迈县公安局就利
用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类警情
319起，抓获各类现行违法犯罪人员
296名，化解现行纠纷181起，取得了
明显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

“经济发展到哪里，公安工作就跟
到哪里。”潘秋光表示。

近年来，澄迈县公安局紧紧围绕
“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创建优质服务环
境”的工作要求，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以平安建设为重点，以作风建
设为保障，严打各类违法犯罪，为维护
社会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作出了突出
贡献。

据澄迈县工商局统计，仅今年1
月至6月，全县辖区内新增的市场主
体便达到2733个。“澄迈社会治安的
稳定对企业来说是最大的福音。”海南
生态软件园市场总监赵乐乐表示。

为了给投资企业“保驾护航”，澄
迈县公安局坚持“共商、共建、共赢”的
原则，积极建立和谐的警企关系，深入

开展警企会商机制，定期召开警企共
建交流会，共同分析、研究企业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治安、交通等方面的问
题。同时，强化警务室、执勤室或工地

“110”建设，在辖区重点企业及工业
园区设立征求意见箱，公布监督电话，
发放征求意见表，征求对公安机关保
障服务企业发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发现和整改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

同时，澄迈县公安局还对侵害企
业合法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始
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在企业周边
滋事的人员，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
尽；对强买强卖、强装强卸、敲诈勒索、
报复企业负责人等案件，实行局领导
督办，坚持深挖细查，全力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对涉案价值较大的盗窃案件、
经济案件以及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
将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重点攻
坚，尽快破案。

此外，澄迈县公安局非常注重对
企业的服务，对公安机关权力清单进
行全面梳理，建立与权力清单相匹配
的责任清单，并安排专门部门负责监
督落实，让企业办事人员少说话、少跑
腿、办事快、办成事。

今年以来，澄迈县共开展重点项
目建设128个，没有一个重点项目因
为治安问题受到影响，为全县GDP增
速连续6年排在全省第一和县财政全
口径收入连续两年突破50亿元提供
了强力保障，受到了澄迈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肯定和表扬。

织密治安防控立体化网络

信息化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平

平安建设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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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对话

澄迈公安干警深入基层，加深警民关系。

澄迈公安干警开展联勤合成巡控工作，增加巡逻盘查的见警率，有利于震慑犯罪分子，增加民众安全感。

澄迈公安干警在街头发放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