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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警方

“辖区厂企众多，高峰时段有人
赶时间、赶速度，交通伤亡事故时有
发生；而时间和精力的有限，也使投
入交通维护的警力严重不足。‘一盔
一带’的推行，对提升交通安全系数、
有效压降事故起到积极作用。”吴江区
公安局运西派出所所长李峰说。

今年8月1日，《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
通报》正式实施，在有限的警力下如何
有效开展“一盔一带”专项行动，给基
层公安机关带来了不小考验。运西派
出所借助文明城市建设和电动自行车
交通安全“百日整治”行动的契机，通
过前期对辖区内封闭式小区人员性

别、年龄、出行方式以及周边区域事故
发生情况的综合分析，7月初就确定
了香漫雅园小区为“一盔一带”试点建
设样板小区，在小区内安装了智能摄
像机及小型LED显示屏，“一盔一带”
智能识别预警联动系统由此上线。

该系统主要包括两个功能：一是
在距离小区大门50米左右处设置预
警提示功能，智能摄像机会抓拍识别
头盔佩戴和车内安全带系扣情况，通
过滚动文字和语音提示实时提醒小区
居民佩戴头盔、系扣安全带出行；二
是在小区出入口设置非机动车及小区
车辆闸机门禁联动功能，实现未戴头
盔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未系扣安

全带驾驶车辆出行的人员无法自动开
启小区出入口车行闸机及非机动车门
禁功能，并同时伴有滚动文字和语音
提醒，待出行人员佩戴头盔或者系扣
车内安全带，闸机和门禁即可实行自
动识别开启。

“这是我们与科技公司共同研发
的‘一盔一带’智能识别预警联动系
统，与小区的智慧门禁系统联动小区
出入口门禁、道闸，确保居民出小区
时严格落实‘一盔一带’。”运西派出
所教导员金志峰说。“我们也将这套
系统与智慧社区系统相融合，将预警
抓拍人员、车辆与智慧社区中的居民
信息相比对，利用小区短信、微信推

送出行安全提示，并通过情况多发时
段、人员结构和年龄层次分析，有针对
有侧重地进行宣传教育。”

与这套系统同时建立的还有一套联
动公安、物业的协同工作机制。香漫雅
园小区被确定为试点后，民警和物业通
过入户走访、业主群告知以及设置宣传
点等形式广而告之，提升居民对“一盔
一带”的知晓率和配合度。在条例正式
实施前，“一盔一带”智能识别预警联
动系统已投入使用，对出现的未佩戴头
盔或者未系扣安全带而导致门禁、道闸
不开的情况，由物业手动开门并做好现
场提醒，随后会根据抓拍比对获得的居
民信息再次做好信息提示，实现“一盔

一带”日常指引。在小区人员外出高峰
时段，运西派出所提前安排警力在门口
配合物业共同落实“一盔一带”，并针
对发生的纠纷，第一时间化解处理。经
过一系列工作，此类纠纷从最初的一日
20余起稳步下降至当前的一周3~5起。

此外，为确保“一盔一带”的常态
运作，派出所、物业正在商讨建立一套
激励机制。“我们准备将抓拍数据纳入
智慧社区平台，推行‘一盔一带’积分
制管理，对配合度高并积极配合展开宣
传劝导的居民给予奖励，进而赢得更多
居民的理解和支持。目前，我们正在和
派出所商讨更多具有操作性的奖励措
施。”香漫雅园物业经理赵真说。

“自香漫雅园‘一盔一带’智能识别
预警联动系统运作和常态道路安全防范
宣传工作推进以来，小区周边区域交通
事故发生34起，同比下降19.05%，环
比下降37.03%，成效逐步显现。”运西
派出所所长李峰说。“我们将以‘枫桥式
派出所’创建为引领，以香漫雅园小区
为样板，不断探索完善封闭式小区管理
模式，拓宽智慧小区建设的内涵，实现
辖区安全系数不断提升。”

图①②③为“一盔一带”智能识别
预警联动系统通过滚动文字、关闭非机
动车门禁等提醒小区居民佩戴头盔。

图④为民警向居民面对面宣传安全
出行。

运西派出所：融合智慧警务打造“一盔一带”样板小区
特约通讯员 陆新菲

为扎实做好文明城市建设各项工作，营造全民参与
的浓厚氛围，吴江区公安局于近日组织各派出所民警，
深入辖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图为吴江开发区、横
扇派出所民警走上街头，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问答
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黄泽润 沈建芬摄）

本报讯 9月4日下午，在吴江城区的道路上发
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私家车在驶出吴江大道后，连
闯多个红灯一路疾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天，家住黎里的5岁男孩涛涛，在学校吃饭
时不小心被异物卡住了喉咙，变得呼吸困难。其父
亲施先生接到学校通知后，火速开车将孩子送往医
院抢救。“孩子躺在后座，捂着喉咙咳嗽，满脸通
红，真的把我吓坏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施先生
仍心有余悸，“我实在等不及了，只想用最快的速度
把孩子送往医院。”于是，他猛踩油门，连闯数个红
灯往医院驶去。在施先生的努力下，原本40分钟的
路程，他只花了20分钟就抵达了医院。

还好抢救及时，孩子很快脱离了危险。事后，
他想起了自己闯红灯的事，便立即向交警部门致电
说明情况。施先生称，“我这种特殊情况不知能不能
申诉撤销处罚。”

民警仔细查看了当时的交通监控录像，发现施
先生一路共闯了5个红灯。民警介绍，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第
三款之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
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证据证
明是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经过核实应当
予以消除。

随后，民警在对相关情况核实之后，依法撤销
了对施先生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 （王腾）

市民送娃急诊闯红灯
交警：撤销处罚！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讯 近日，家住吴江区盛泽镇的吴先生发
现，放在家中婴儿床上的一对金手镯不翼而飞，多
次寻找未果后便选择了报警。盛泽派出所民警立即
展开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这起盗窃案。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名窃贼竟然是吴先生的老朋友。

在现场勘察中，民警发现吴先生家中门窗都完
好，屋内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极有可能是熟人作
案。在民警的询问下，吴先生反复回忆，终于想起
了在不久前，朋友陈某经常来家里做客。民警立即
传唤陈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询问过程中，陈某拒不承认自己实施了盗窃。
然而，细心的民警在陈某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个重要
的线索——一张陈某女儿的照片中，女孩手上戴着
的手镯和吴先生丢失的一模一样！

带着这一线索，民警对案件进行再次梳理，陈
某却始终缄默不语。此时，吴先生提供了一张被盗
手镯的购买凭证，民警立即对陈某女儿的两个手镯
进行称重，发现其中一只与吴先生购买凭证上标注
的手镯重量完全吻合。

在证据面前，陈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
讳。他称不久前，自己趁吴先生不注意顺手拿走了
婴儿床上的手镯。由于自己女儿的手镯和吴先生的
款式一致，遂将两对手镯混在一起，并从两对手镯
中各取一只，通过微信以8000元的价格变卖。

目前，陈某已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在进一步
办理中。

（朱奥）

家中金饰无故失踪
串门熟人竟是窃贼

文明养犬文明养犬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37岁的董博，毕业于中国
刑事警察学院。区公安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专班成立后，时
任八坼派出所副所长的他，被抽
调至专班任综合协调组组长。

纵观董博在专班的2年多，
他把关审核上报的300余份各类
数据报表、报告，无一出现差
错；他结合吴江实际，协调各业
务部门梳理了涵盖7大类22小
项内容的工作台账，得到了领导
和同事的高度认可；他参与编写
了扫黑除恶工作专报7篇，得到
了区领导的批示和肯定……一直
以来，董博凭借其过硬的政治素
质、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勇挑
重担、冲锋在前，协调推进专班
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新岗位新挑战

从无到有到规范

专班搭建之初，可谓充满挑
战。“当时我们专班只有7人，
且系从不同警种部门抽调过来
的，我们虽然相互认识，但并不
熟悉。”董博告诉记者，面对专
班人少事多的困境，他首先要摸

清的是每位专班成员的性格特
点、处事方式、业务特长，力争
把每位成员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对人员进行合理调配后，董博又
投身于制度制定中，他先后参与
制定了《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涉
黑涉恶线索核查工作规范》《苏
州市吴江区公安局全面开展延伸
打击、乱点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非法
金融整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
件，为建立全局扫黑除恶工作长
效机制打下了基础。短短几个
月，专班工作在董博和同事们的
共同努力下，逐渐从无到有、从
有到规范……

2019年，随着扫黑除恶工
作的全面铺开，董博和他的团队
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面广量大的
黑恶线索。“高峰时，一个月的
线索就有200余条，而且其中不
少反映的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还
有的线索需要跨越数个省市进行
核查。”董博回忆。随着核查难
度的不断加大，董博发现原来的
核查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需
要。在几经思考后，他提出了成
立线索核查中心的想法，先将线
索进行筛查梳理，再由专门的核

查小组持续跟进，这将大大提高核
查的效率。董博的想法得到了上
级领导的支持和肯定。在随后几
个月的工作中，新组建的线索核
查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次次
圆满完成了核查任务，为“线索
清仓”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若有战战必胜

“咬”定线索不放松

2019年底，一份黑恶逃犯的
名单摆在了董博的办公桌上，抱着
一定要将这些逃犯捉拿归案的决
心，他主动请缨，带队追捕黑恶逃
犯之一的陈某（化名）。

“陈某曾在吴江从事网络诈
骗，他的团伙被我们抓捕后，他就
销声匿迹了。由于他的反侦察意识
很强，我们当时就只掌握了他的姓
名、年龄、老家地址等基本情
况。”董博告诉记者，面对毫无头
绪的现状，他决定先前往陈某的老
家搜寻线索。

谁知，进入陈某老家的村庄后
不久，吴江公安有人来的消息就迅
速传遍了整个村庄。“村民都很警
觉，消息走漏得也很快。”董博告
诉记者，他们在村中调查了半个
月，也没有搜寻到多少有用的线
索。

“根据外围调查结合我们掌握
的情况分析，陈某应该就在老家附
近。”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
获知陈某不久前曾在村子附近出现
过。这个消息，让董博更有信心。
考虑到村中搜捕太过显眼，董博决
定带领队伍大张旗鼓地撤退，回到
县城“暗中”调查。

果然，在撤出村后不久，陈某
放松了警惕。有村民反映，陈某近
期会偶尔出现在山脚下的饭店里。
董博会同当地警方马上部署抓捕方
案，轮流在饭店外进行蹲守。

一个星期过去了，在2020年
1月中旬的某一天，董博一行终于
在饭店内将黑恶逃犯陈某一举抓
获。经询问得知，原来陈某销声匿
迹的这段时间，为了逃避追捕，一
直躲藏在山里，与外界也切断了联
系。

忙碌着成长着

指挥战斗一肩挑

董博告诉记者，自参加工作以
来，他就一直在打击犯罪一线，参
与过多起大要案件的侦破，出差抓
人习以为常，但此次追捕陈某却和
以往的任务大不相同。因为他还肩
负着局里扫黑除恶专班日常事务的
统筹协调，在追捕陈某的过程中一
直坚持着双线并行。“每天接打

100多个电话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了。”董博笑着翻看自己的通话记
录，“这里面，既有对上级机关的请
示汇报，也有对基层单位的工作指
导，还有与相关业务部门的沟通对
接。”

再翻看他一天的工作日志：组
织专班成员学习研究新出台的关于
办理黑恶案件的相关法律法规；组
织各地各部门参加区局扫黑除恶对
标自查工作会议，通报当前工作情
况，听取各地各部门扫黑除恶工作
进展情况，收集整理各类信息资
料；召集某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的
承办人员，布置强调后续证据收集
的要点，及时上报相关线索；精心
筹备全区公安机关扫黑除恶推进
会；审核重点线索核查工作报告、
上报市局扫黑办的各类报表；结合
当前工作难点，思考解决途径，撰
写线索清零、积案清零材料……一
天的行程，竟也写了满满几页纸。

持续加班到深夜成了工作常
态，但董博从无怨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为期
三年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我深知
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基层派出
所抽调至区局扫黑工作专班后，我
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此项工作，只
希望用我多年在刑侦破案一线积累
的理论功底和实战经验，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董博如是说。

“指挥员”的战斗时光
——记区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班民警董博

融媒记者 高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