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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辖区内居民安居乐业是基层派出所的日常工

作，强化巡逻防控工作也是派出所警务工作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盛泽公安分局盛泽派出所为进一步严

密社会治安防控网络，提高派出所现场管控和快速反

应能力，扎实、有效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长效机制建

设，倾力打造“1+1+3+N”巡防体系，提高巡逻防

控水平，遏制、控制警情上升趋势，较好地维护了辖

区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

强化巡防保障民生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盛泽派出所打造“1+1+3+N”巡防体系
本报记者 姜明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什么
时候开始？

2018年1月23日，中央政
法委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
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蓝
图”是什么？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
2018年1月开始，至2020年底
结束，为期3年。

2018年：治标。启动，打
掉一批涉黑涉恶组织，惩处一批
黑恶势力“保护伞”，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

2019年：治根。攻坚，对
已侦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
底，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明显提升；

2020年：治本。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压倒性胜利。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目
标是什么？

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
罪，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

则是什么？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

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
靠群众；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
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
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
义是什么？

1.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
长治久安；

2.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
巩固；

3.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
线索举报方式

1.电话举报：区扫黑办举报
电话：0512－63981833，区监察委
员会受理公职人员涉黑涉恶问题
举报电话：12388，区公安局举报
电话：0512－63457999。

2.邮寄信箱：吴江区开平路
1000 号吴江大厦 A 座 1811 室，
吴江区扫黑办，邮编：215200。

3. 网 络 举 报 ：wjshce2018@
163.com。

4.当面举报：举报人可直接
到吴江区扫黑办举报，地址：吴
江区高新路787号 （区综治中心
一楼）。

5.其他举报途径：向其他行
政机关单位举报。

鼓励实名举报，也受理匿名
举报。举报人在举报时，应提供
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回复处理结
果。

苏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出 台 印 发 了

《苏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
奖励资金使用办法 （试行）》，
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有实际贡
献的实名举报人，一律予以奖
励。

扫黑除恶知识问答（一）

为进一步优化北门街路（工
农路—交通路）道路通行秩序，
缓解交通拥堵，吴江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经实地踏勘、研究，
决定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 0 时
起，对该路段实施机动车由东往
西单向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对

于违反上述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
将按照违反禁令通行的违法行为
予以罚款并记分处理。

特此公告。
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
2019年5月15日

关于对北门街路（工农路—交通路）
实施机动车单向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公告

为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更好
地保障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出行安全，减少交通拥堵和避免
发生交通事故，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吴江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将于2019年5月20日
起逐步取消或整合高新路、松陵
大道等城区道路上部分人行横道
线。届时非机动车、行人可至就
近的交叉路口或其他路段人行横
道线通行。取消或整合的人行横
道线点位如下：

1.江兴西路鲈乡三村北门西
侧（整合）

2.江兴西路西塘河路口东侧
（取消）

3.笠泽路太湖小区门口西侧
（整合）

4.高新路祁连路口东侧（整
合）

5.高新路励志路口东侧（整
合）

6.开平路中山路口东侧（取
消）

7.开平路励志路口东侧（整
合）

8.联杨路长安实验小学门口
东侧（整合）

9.庞杨路苏州河路口东侧
（取消）

10. 庞 杨 路 勤 建 路 口 东 侧
（整合）

11.庞杨路瑞景国际西南门
东侧（整合）

12.中山北路柳胥河桥南侧
（整合）

13.中山北路渡江小区七弄
北侧（整合）

14. 中 山 北 路 吴 新 路 南 侧
（整合）

15.中山北路油车路口北侧
（取消）

16.鲈乡路双板桥路口北侧
（整合）

17.鲈乡南路苏州信息学院
门口南侧（整合）

18.苏州河路实验小学门口
北侧（整合）

19. 花 园 路 长 板 路 口 北 侧
（取消）

20. 梅 石 路 永 康 路 口 南 侧
（整合）

特此通告
注：整合是指原地点有两处

比较近的人行横道线，根据现场
道路条件，优化为一条人行横道
线。

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

2019年5月15日

关于吴江城区取消、整合
部分人行横道线的通告

我是一名刚入警的民警。
在警校上学的时候，我就

羡慕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不
必每周只能放一天假，即使是
放假，也不必早八晚六列队点
名；他们的女生可以长发飘
飘，而我，却留了四年的短
发；他们的老师不严厉，而我
们的队长总是讲纪律。那时候
的我，总是盼着什么时候可以
参加工作，觉得只要工作了，
就不再有队长管着我了。

等到自己真正参加工作的
时候，才知道公安工作不是我
想象中的乌托邦。

去年8月我加入苏州公安
这 个 大 家 庭 ， 11 月 份 的 时
候，正好赶上上海进博会，我
们这一批刚入警的新人自然而
然被组织调往安保一线工作。

在昆山花桥收费站的那 21 个
日子，轮流三班倒，真叫人难
忘。每次熬大夜班的时候，我
都无比怀念学校里被队长管着
10点必须熄灯的日子。

在公安检查站，各人有各
人的岗位，男生很辛苦，也很
危险，基本全在室外。大家可
以 想 象 一 下 ， 11 月 份 的 夜
里，站在高速卡口上，即使所
有的衣服套在身上，外面再裹
一件大的冬执勤服，也觉得寒
风瑟瑟。

女生稍微好一点，基本上
都在室内，但同样是三班倒。
大家知道我们每次执勤的时候
都要按照规定佩戴九小件，负
责人身检查的女民警，她每检
查一个人，都是拿着扫描仪从
肩膀扫到脚踝，这样她的动作

就是不断地蹲下，起来，蹲
下，起来。有的时候一辆又一
辆大巴车驶入检查站，等待人
身检查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外
面，有的时候甚至是两排、三
排，她还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
下不断加快速度。等到一个班
下来，她的腰已经累得不行。

而我则负责核查身份证
件。在这个岗位上，我遇到过
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群众并不
配合你，我有一次遇到一位趾
高气扬的女士，非常“正气凛
然”地对我说：“我已经拿到
了德国的绿卡，我不带身份证
的。”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
他们面对我的身份检查态度极
不耐烦，有的人检查完后走了
还不忘撂下一句话“你们真是
烦人”。那时我听到这句话，

心里非常难受，我很委屈。我
心里有一股气涌上来，憋在我
的嗓子口。我想冲上前质问
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理智
叫我不要那么做。

从那以后，我开始慢慢体
会到什么叫做公安工作。

公安工作，你要习惯熬夜
班，你要习惯群众的不理解。
谁让你选择了这条路呢？

是我！那个毫不犹豫填写
警校志愿的人是我！那个义无
反顾投入公安工作的人也是
我！那个加班到半夜还要送女
嫌疑人去医院看病到凌晨的人
还是我！

是我吗？
不，是我们！是每一个肩负

起祖国平安使命的我们！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既

然我们选择了从警这条道路，也就
意味着选择了为祖国、为人民奉献
一生。那么，就把每一次委屈，都当
做教诲；每一次流血，都当做鲜花；
每一块伤疤，都当做勋章。和平年
代，我们依然承担着“天天有牺牲、
时时有流血”的风险，但正是因为
有着忠于祖国的这份信念，才叫我
们舍生取义，无畏无惧。

这是这片土地赋予我们的崇
高使命，祖国母亲的重轭，我岂
能不负呢？

不辱使命 负重前行
张文芝

“吴江公安微警务”
微信二维码
欢迎关注

盛泽派出所社区巡逻队队长戴允晶告
诉记者，所谓“1+1+3+N”，第一个

“1”是指盛泽公安分局的研判指挥中心，
第二个“1”是盛泽派出所的勤务指挥中
心，“3”指的是三项重点警情压降内容，

“N”则是坛丘、汽车站、东纺城等警务驻
点。

“‘1+1+3+N’，即是将各项资源整
合，从而推动警务模式改革。”戴允晶说，
盛泽派出所的前身为东方丝绸市场派出所，
管辖区域约42.6平方公里，下辖12个行政
村、2个社区及中国东方丝绸市场。

戴允晶介绍，盛泽派出所综合考虑了辖
区治安、人口、路网分布、警情常量等因
素，划分三大巡逻防区（市场、龙桥、坛
丘），在重点区域设置3个流动卡点、81个
电子巡更点，建立起所领导挂钩、巡防民警

下沉、巡防中队长实施的三级管理体系，组建
一支38人的巡防力量，弹性开展重点巡防、
监控调取研判、线索经营、蹲点伏击抓捕等工
作。

同时，盛泽派出所一方面整合所内现有外
管力量，将其与巡防力量融合，并明确由社区
民警负责组织外管巡防，值班民警“常态巡
逻、有警处警、无警巡逻”。另一方面，积极
延伸社会面巡防触角，建立单位保安联勤联防
工作机制，积极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各企
事业单位，以“招募书”“倡议书”等形式，
充分整合现有的单位保安、义警、志愿者等可
利用的力量，组建一支“民警+辅警+单位保
安”的联勤联防队伍，并组建QQ群、微信
群，定期通报辖区发生的侵财类案件，分类推
送防范预警信息，对防控工作突出的单位及个
人予以奖励。

整合资源 提升巡防工作水平

盛泽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客运站区域开展巡逻盛泽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客运站区域开展巡逻

盛泽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内开展安全检查盛泽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内开展安全检查

盛泽派出所民警走进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盛泽派出所民警走进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一男子醉酒后跳
河，与他同行的两人下河施救，结果三人都
落入河中。危急时刻，盛泽派出所民警及时
赶到现场，与消防队员合力将三人救上了
岸。

“当晚三人都喝了不少酒，其中一男子
姓张，因为心情不佳，加上酒精的刺激，竟
一激动跳入河中。同行的程某与沈某见状马
上下河救人，但他们没能救起张某，还与张
某一起在河水中挣扎。”戴允晶说，随着气
温逐渐上升，类似的酒后闹事的情况多了起
来。

为了提高压降针对性，盛泽派出所强化
研判机制，依托每日晨会，召集高发案地
区的社区民警、巡防队长，突出巡防重点
区域和盘查重点内容，通过微信群向一线
巡防警力实时推送预警指令、布控信息，
积极联系刑侦、治安部门，将可防性案件

的嫌疑人员作案手段等信息推送给一线巡防
人员。

“同时，我们所依托每周的例会，由分
管领导召集社区民警、巡防队长、外管力量
查找巡防薄弱环节，调整警力部署，提高巡
防的针对性。”戴允晶告诉记者，他们重点
针对涉赌涉娼警情，积极配合民警落实“三
必”机制，做到赌博警情必通报、举报电话必
回访、涉赌场所必到场，确保全方位、无死
角。

另外，盛泽派出所善于运用智能力量，提
高压降警情工作实效。根据前期区公安局和盛
泽公安分局的统筹安排，盛泽派出所已在辖区
内人口密集、治安形势复杂的区域规划了20
个管控点，建设人像抓拍系统39处，对侵财
类入所人员、吸毒人员等实现系统自动比对报
警。“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强世贸公寓等重点
地区的技防改造。”戴允晶说。

强化研判 提升压降警情工作质态

当前，基层派出所面临“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各个警种纷纷向派出所“要
信息、要数据、提要求、压任务”的工作困
境。为实现辖区内人、地、事、物、情、组
织情况的全面掌握，盛泽派出所计划在该所
103办公室建立社区基础管控室，目前，这
个管控室还在建设之中。

“建设社区基础管控室的目的就是为我
们的日常工作提供信息采集、汇总、分类、
查询、辖区治安状况研判等方面的服务。”
戴允晶说，社区基础管控室从根本上来讲就
是盛泽派出所各类基础工作信息及工作进度
的一个载体，“它的主要运转模式和我们派
出所在日常社区警务工作部署、过程监管、
信息收集、上报存档归类等警务工作是融合
在一起的。”

“目前，我们所辖区内共有常住人口
32511人，暂住人口6万余人，出租户5080
家，企事业单位3726家，寄递业企业14
家，危化品单位56家，特种行业企业48
家，九小场所1294家，消防二级重点单位
26家，三级重点单位14家。”戴允晶告诉
记者，社区基础管控室按照人、地、事、

物、情、组织等方面对数据进行分类，为他们
的日常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比如‘人’指的是人员管控，我们分为
重点人员管理、境外人员管理、涉外行业管
理、流动人员管理登记、出租屋房东治安管
理、集宿区管理、网格员管理、群租房管理
等。”戴允晶说，而“地”则分为阵地控制、
娱乐场所管理、网吧管理、旅馆管理、联网单
位管理等18个类别，每个类别由专人负责，
责任到人。

“除了‘人’和‘地’，还有‘事’‘物’
‘情’‘组织’等方面，目前，这些数据都在
采集、整理之中。”戴允晶告诉记者，今年
六七月份，社区基础管控室就将投入使用，
这个管控室属于敞开式的“公共区域”，每
位民警都可以使用，查询其中的信息，每位
民警也有义务对其中的信息进行更新和完
善。

接下来，盛泽派出所将进一步落实区公安
局三个导向、四位一体、六字方针策略，以

“绸都卫士”体系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1+
1+3+N”的巡防改革，推动警情压降工作高
质量发展。

创新举措 打造社区基础管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