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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濂溪区公安分局召开动员部署会，
要求全局民警——

拿出闯劲、干劲、韧劲做好“三城同创”
本 报 讯（吴 维 祥 浔 阳 晚 报 记 者 鄢 明
亮）根据濂溪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6 月 8 日
下午，濂溪区公安分局召开“三城同创”动员
部署会，部署做好“全国文明城市”
“ 国家卫
生城市”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步创建工
作。濂溪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胡宏毅
出席会议并讲话。濂溪区公安分局党委副
书记、政委王宝玉主持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市委、市政府和区委、
区政府“三城同创”动员会精神，宣读了濂溪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开展“三城同创”是市委、市
政府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全市人民多年来的
热切期盼，也是濂溪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濂溪公安分局要迅速行动起
来，积极策应市委、区委“三城同创”工作，提
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切实增强创建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开展“三城同创”，拼的是落
实 力 度 ，靠 的 是 良 好 作 风 ，比 的 是 最 终 成

效。要切实把握创建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创建工作中发挥
公安机关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善城市
治安环境、窗口单位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在
提高打防管控水平上出实招，全面增强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会议要求，全局上下要按照分局党委
的要求，立即行动起来，将市、区和分局创
建动员会精神传达到每位民警，统一全警
思想，凝聚全警力量，充分调动民警参与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要始终拿出逢
山开路的闯劲、时不我待的干劲、一抓到底
的韧劲，结合“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时代警
魂、锤炼过硬作风、树立江西形象”教育实
践活动和全省作风建设，做好“三城同创”
工作，为建设美丽繁荣文明幸福濂溪作出
应有的贡献。
分局党委班子成员、各科室所队一把手
以及机关和专业大队民警代表共 60 余人参
加了会议。

刘家塘派出所抓好党建凝心聚力,用大数据打造
“智慧警务”

全心全意当好辖区居民“贴心人”
濂溪区公安分局刘家塘派出所 2017 年
“民调评警”成绩在全市 164 个派出所中排名
第一，在全区年度目标管理派出所序列中排
名第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所民警
的上下一心、通力合作，更是对该所抓好党建
凝心聚力、利用大数据打造“智慧警务”、全心
全意为辖区居民服务的褒奖。全所 4 名社区
民警在 2017 年全市“民调评警”工作中表现突
出，其中一人拿到了全市第 12 名、濂溪区第 2
名的好成绩。这些社区民警时时为居民着
想，事事为居民服务，被辖区居民亲切地称为
“贴心人”
。
□邹小伟 吴维祥 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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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凝聚人心
战斗力大幅加强

濂溪区公安分局刘家塘派出所成立于
1991 年，为公安部授予的
“二级公安派出所”，
现有民警 15 人。派出所辖区面积 10 余平方
公里，包括 11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 个行政
村、1 所大学和 1 个生态工业园，现有常住人
口 21996 人，登记流动人口 29067 人。摊子
大、人手少，如何提高破案率和见警率，提升
辖区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是该所一直以来
面临的难题。
为此，刘家塘派出所党支部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队建，创建规范党建荣誉室，从工作和
生活上关心所里每一位民警，为大家解决后
顾之忧，真正做到凝心聚力，全心为辖区居民
服务。
据该所所长张武元介绍，该所党支部不
断加强党建工作特色、亮点建设。创建的党
建荣誉室主题鲜明，
“大家每次走进党建荣誉
室，都能感到责任在肩，时刻提醒我们把荣誉
感和使命感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党员带头
作用。因此，全所 15 名民警，有 14 人为党
员。全所从上到下始终拧成一股绳。”张武元
对浔阳晚报记者说。为鼓励全所民警和辅警
一心为民服务，该所在工作中实行奖惩分明、
多劳多得的举措，积极发挥老党员、老同志
“传帮带”作用，并充分发掘每位民警和辅警
的优势和长处。
该所教导员查金元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只要所里有民警加班，张所长和我就会全程
陪同，给他们‘吃定心丸’。我们还时刻关注
每位民警及辅警的家庭生活情况，不论谁家
有事或有困难，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门看望
慰问，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使全所民警都
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全力为辖区居民服务。
”
据统计，2017 年，该所全年接处警 2769
起，
同比下降 1.4%，
调解纠纷 834 起，
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237 人，
受理刑案 399 起，
同比下降
15.6% ，破 获 刑 事 案 件 89 起 ，同 比 提 升
310.3%，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13 万余元。

民警走访辖区居民。
民警走访辖区居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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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数据打造
“智慧警务” 促进破案治安双提升
刘家塘派出所实施
“数据强警”
，
打造
“智慧警务”，深入推动信息化建设，实现
大数据整合，建立情报合成作战室，提高
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研判能力，
让打击办案
向智慧化升级。实战中，
民警将案件信息
全部录入到情报合成系统中，
提高打击犯
罪能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2017 年 5
月，
该所通过研判分析，
对群众反映集中的
辖区某酒店附近涉黄出租屋进行全部取
缔，
涉黄警情骤降近八成，
获得群众赞誉。

同时，
情报合成作战室在帮助辖区居民寻
人寻物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社区民警庞华介绍，
55 岁的他在该
所已待了近 8 年，
接警无数，
除了调解纠纷
之外，
帮助辖区居民寻人寻物是他和其他
3 名社区民警接处警最多的一类。
“我们在
路上碰到走失的老人，有的腿脚不便，有
的说话不清楚，
有的甚至无法寻获任何有
效信息，帮他们找到家花几个小时是常
事。前两天，我们一天就帮 3 位老人找到

3 贴心服务为百姓解难
据了解，刘家塘派出所社区民警周
建豫在 2017 年“民调评警”工作中获评全
市第 12 名，濂溪区第 2 名的好成绩，而他
面对浔阳晚报记者采访时，只是谦虚地
说了句：
“ 这都是偶然，我相信全市所有
社区民警都在努力做好分内事，大家都
是好样的，我只是运气好一点。
”
“有危难 找警察”这句口号的内涵
在刘家塘派出所 4 位社区民警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每次居民报警，不管是半夜
噪音扰民还是凌晨鸡叫扰民，不管是店
铺纠纷还是家政修理，他们都会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为居民调解，帮居民协调。
久而久之，辖区居民把他们都当成自家
人、
“贴心人”
，都说他们是
“定海神针”
。
“今年年初，辖区宜嘉苑小区内有一

家人，
多亏我们现在所用的警务通采用了
人脸识别技术，方便我们核实老人信息，
否则这 3 位老人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家。
”
庞华说，
除了找人，
辖区居民丢钱包、丢宠
物狗的事件层出不穷，
“每次我们都要领
着失主到情报合成作战室，
通过查看监控
寻找线索，
幸好每次都找到了。在这些寻
人寻物的过程中，
多亏大数据帮了我们大
忙，否则我们人手少，根本不可能这么快
就能帮居民解决这些麻烦事。
”

辖区居民有了“定海神针”

名居民胡女士，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之
前发病只会在楼道内拖地，
从一楼拖到六
楼，前段时间由于其早年离异，儿子又在
外地工作，现在一个人生活导致病情加
重，
以致该楼道内有多户居民被迫搬离此
地。有一次她甚至产生幻想，
觉得一楼一
名老人用她的医保卡去购买生活用品，
于
是拿菜刀将该住户家的防盗门砍坏，
幸亏
当时老人和女儿都在家，
及时报了警。我
们接警后立即将其送至市五医院进行治
疗，
并为其免除医疗费，
还通过相关部门为
其解决以后的生活来源。当我们将此事告
知该楼道内其他住户时，
那些搬出去的居
民也都搬了回来。能帮居民们及时解决这
些难题，我们很高兴，居民们也很感激。”
周建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类似情况在该

所辖区内还有不少，
不管大事还是小事，
社
区民警们都会尽力帮居民们解决。
此外，为提升辖区居民安全感和满
意度，刘家塘派出所还加强治安巡逻防
范，动态布警、科学用警，真正做到“白天
见警察，晚上见警灯”，提高见警率，提升
群众安全感；广泛推进“预约服务”
“绿色
通道”
“ 一站式”等服务模式，切实做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积极开展
“民调评警”暨双提升工作，通过入户走
访、召开警民通报会、警企恳谈会等形
式，夯实基层基础，收集群众对公安工作
的意见建议。正是有了社区民警、户籍
警的贴心服务和其他民警的全力配合，
刘家塘派出所才能在 2017 年“民调评警”
工作中取得全市第一的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