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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访谈

我省代表委员围绕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平安海南建设建言献策

齐抓共管聚合力 护航自贸港建设
■ 本报特派记者 金昌波 周晓梦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平安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并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依法打击各类
犯罪”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在与会代表委员中引发广泛关注。

连日来，在京参会的我省代表委员们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如何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平安海南建设，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大家纷纷
表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迫切需要更加安全的政治环境、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海南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省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省上下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流程的平安海南。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如何抓好落实？全
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海南
省委会主委连介德委员认为，要坚
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
安思危，夯实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运
行的前提基础，“建议海南从数据
化、信息化下功夫，通过搭建综合预
警平台，加强风险管理防控的评估
与预警。”

对此，省科技厅厅长、省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会长谢京委员深有感
触：“在这次抗击疫情中，除了医疗
技术的攻关，数据技术、在线协同技
术和无接触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如，海南在进出岛管理中，在最关
键的‘防输入’环节，发挥大数据智
能化精准防控优势，基本实现对入
岛潜在风险人员的识别管控。”

采访中，我省代表委员们纷纷建

议，海南要挖掘大数据“富矿”，落实
“全省一盘棋”要求，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数据标准兼容、系统连通、资源
共享，精准分析、准确研判，有效引导
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加快实现国家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据悉，2019年10月，我省制定
智慧海南（2020-2025）方案。在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海南代表团向大
会提出关于支持智慧海南建设的建

议，呼吁国家加强支持我省建设智
慧海南的落地实施。

作为省委十二项制度创新的
“一号工程”，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
化平台极简、无感、快速的防控手段
意义重大。对此，列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的省检察院检察长路
志强建议，充分运用5G、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一步加快社
管平台建设。

路志强建议，要加快建立动态
实时感知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
进出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全天
候、实时性监管，真正把“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的要求落到实处，“还有
一点很重要，就是要依托社管平台
加强分析研判，第一时间发现社会
管理短板和漏洞，及时向党委政府
提出加强管理、完善制度的意见建
议，促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近年来，海南大力推进综治中
心、“雪亮工程”、网格化服务管理“三
位一体”新机制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一
步，建议整合公安‘天网工程’‘雪亮工

程’等资源，不断提高预测预警预防
能力，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类别，建
立完善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基层
社会治理服务体系。”路志强表示。

织密织牢公共安全网，不仅要做
好预防，还要整治好突出问题。“因此，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依法打击各类
犯罪。”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的省高院院长陈凤超建议，要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禁毒三年大会战”专项
斗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当
前，我省正开展扫黑除恶“清零”攻坚

战役，一定要在“打伞破网”“打财断
血”上下更大的功夫，坚决铲除黑恶势
力赖以生存的“保护伞”和经济基础。

青少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未
来，必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为自
贸港建设培养一代守法新人。“近期，

我省专门印发了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
预防的意见，并成立省级层面的专门
领导小组。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凝聚
各方力量，采取多种措施，创新完善未
成年人保护体系，用法治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路志强说。

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防范基层矛盾累积、叠加。

“必须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健
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
机制。”路志强表示，要巩固拓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大力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既维
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又引导处置
好群众无理不当诉求，采取有效措
施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突出问
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这方面，各级各部门在履行职责

时都要把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答复
群众当作‘分内事’，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最大限度凝聚支持参与自贸港建设
的正能量。”

陈凤超也表示，省高院将在省

委政法委的统筹下，大力推进一站
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建立乡村法
治中心，及时化解社会突出矛盾，实
现矛盾不出村、不出乡。

“此外，还要加强基层社会管
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培养专家型的

海南自贸区基层社区管理干部。
通过基层社区，提高全社会的风险
责任意识，开展风险文化建设，形
成抗冲击能力强的韧性社会。”连
介德说。

（本报北京5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迫
切需要更加安全的政治环境、更加
稳定的社会环境。

“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公安机关使命光荣、责无旁贷。
我们举全警之力、集全警之智，以服
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主线，
以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为目标，大力
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和公安队伍革
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
推进防控重大风险、创新体制机制、
打造智慧警务、筑牢基层基础、重构
防控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安
铁军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开拓新时
代海南公安工作新局面。”5月27日，

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闫希军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去年我省刑事案件、治
安案件立受案数为近9年来最低，扫
黑除恶攻势凌厉，禁毒工作领跑全
国，公安“放管服”改革释放红利助
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全感
综合指数达到95.67%，社会治安状
况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

省公安厅主动争取公安部、国家
移民管理局出台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移民与出入境、交通管理4个
方面15项新政策措施，有步骤、有计
划地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2019年免签入境外国人47.81万人
次，同比增长34.3%，59国免签政策实
施效应逐步显现。实施我省新一轮户
籍制度改革方案，办理引进人才落户6
万余名，确保“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
划”顺利实施。深化公安“放管服”改
革，我省被公安部确定为公安政务服

务“一门通办”试点省份。
“当前，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自贸港
多项实质性政策陆续出台的新形势
新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各类风
险挑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应
对、主动出击，做好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各项工作，在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海南中展现公安新作为。”闫希
军说。

据介绍，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
将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全面领导、
绝对领导，结合省公安厅党委确定
的“狠抓落实年”活动，高水平高质
量推进平安海南建设。一方面，忠
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创建安全环
境最优地区。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
全，全面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
定性胜利，全力打赢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开局之战，持续推进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全链条打击与专

项规模性打击，贯彻实施《海南省反
走私暂行条例》，积极推进命案预防
治理体系建设，重拳打击整治“黄赌
毒”“食药环”等治安顽疾，确保社会
治安秩序持续稳定。防范化解矛盾
纠纷和重大风险，扎实做好疫情防
控常态化形势下的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工作。着力提高公共安全管
理科学化水平，有效遏制重特大道
路交通和治安灾害事故发生。

另一方面，坚持政治建警、从严
治警方针，锻造“四个铁一般”高素质
过硬公安队伍。紧盯公安工作现代
化发展目标，持续推动服务保障自贸
港建设任务落实，推进公安“放管服”
改革，加快打造具有海南公安特色的

“一门通办”“一网通办”“全省通办”
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自贸港一
流营商环境建设能力水平。加快构
建符合新时代要求、具有海南特色、
适应自贸港发展需求的现代警务体

系，打造法治公安示范品牌。以大数
据、智能化建设加快培育公安机关核
心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深入开展“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推广做
实城区“1+2+N”和农村“一村一警务
助理”社区警务模式，大力构建以3
道防控圈和3道防线为主要架构的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面提升服务保
障自贸港建设的能力水平。

闫希军表示，全省公安机关将准
确把握中央全力支持海南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最大优势，把思
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公安部、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新时代公
安工作实践中勇担当、善作为、作表
率、当标杆，为全力应对统筹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创
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闫希军：

全力开拓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

海南社管平台用信息化手段
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风险防控更智能
社会治理更高效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王玉
洁）海南日报记者5月27日从海南社会
管理信息化平台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日前平台设计团队已将各类视频数据资
源接入社管平台。“目前我们正全力推进
视频结构化，可避免大量无效的视频数
据堆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效率和
水平。”海南社管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海南社管平台防控智能、治理
高效的体现。近段时间以来，海南社管
平台正在加速推进环岛防控圈出海卡
口监控点位闭合，全省道路卡口、电子
警察、重点部位视频信息全部汇聚到社
管平台，推进社管平台工作终端在乡、
镇、街道、渔村等基层一线全覆盖。

全岛建设自贸港的海南，不仅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为复杂
的出入岛管理实际和各类船舶管控风
险。“海南社管平台利用大数据、5G、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汇聚政府各部门和社
会的信息资源，全面防控各类风险，为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高质量的
服务。”省委政法委一级巡视员、省社管
平台办公室主任马进介绍。

海南社管平台每分每秒都在生成
数据，面对海量数据信息，如何从技术
层面进行有效的管理利用，确保这些数
据信息全部结构化汇聚到社管平台？
这需要技术人员通过演练、实战发现问
题，进而完善问题。

连日来，在我省有关部门通过多次
实战综合演练后，目前海南社管平台目
标发现预警能力、综合信息分析研判能
力、市县分平台操作运用能力、联勤联
动指挥处置能力都获得了针对性提升。

“海南社管平台一边建设，一边提
升完善。”海南社管平台值班团队负责
人黄国平介绍，在社管平台建设及投入
使用过程中，离不开技术团队“超常规”
的工作状态，大家“一天当三天用”，不
断加快推进各项设计研发工作。

未来，海南社管平台还有很多服务
社会的潜力可以挖掘。“社管平台的‘眼
睛’除现有的监控点、网格员外，还会拓
展至护边员、护林员、护海员，甚至普通
老百姓，人人都可以参与社会治理，为
平安海南建设出力。”黄国平说，大家发
现各类问题，都可以用手机“随手拍”上
传照片或视频，此时海南社管平台就会

“通知”相关部门跟进处理。

预防打击“双管齐下” 为公共安全筑起铜墙铁壁

完善矛盾化解机制 把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挖掘大数据“富矿”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省公安厅主动
争取公安部、国家移民
管理局出台 4 个方面 15
项新政策措施，有步骤、
有计划地推进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

去年我省刑事案
件、治安案件立受案数

为近9年来最低，人民群众
安 全 感 综 合 指 数 达 到
95.67%，社会治安状况达
到近年来最好水平

免签入境外国
人 47.81 万人次，同
比增长34.3%，59国
免签政策实施效

应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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