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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 终得落地
2014 年初，龙华区提出对区联防大

队进行全面改革意见， 以适应新形势下
社会治理防控体系建设的需要。 2014 年
10 月区主要领导到区联防大队开展调
研，明确要求完善和优化队伍管理机制，
将管理重心下移， 充分发挥队伍的战斗
力。 随即，龙华区成立了区治安联防队伍
管理机制改革领导小组， 组织政法 、财
政、人社、编办等单位，从各镇（街）一线
开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了解，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调研， 逐步捋清联防队伍管理
存在的核心问题和困难 。 经过多方讨
论，明确了联防队伍管理机制改革 “精
简 、统一 、高效 ”的工作原则与 “统一领

导 、分块管理 、重心下移 ”的工作思路 ，
将队伍下沉到基层 ， 调整为五大块 ：龙
华区治安联防直属大队 、法制教育中心
治安联防中队 、公安龙华分局治安联防
中队、公安开发区分局治安联防中队以
及各镇街治安联防中队。 在具体的文件
起草过程中 ，各单位反复讨论 、反复修
改 、多次征求意见 ，区委区政府也对方
案的制定非常重视 ，高度关注 ，多次召
集会议进行研究 ，进行逐项敲定 。 特别
是为确保改革的有效推进 ， 协调了财
政、 人社等部门解决落实人员编制 、经
费保障以及相关管理制度问题 ，确保了
方案及时出台，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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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篇）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开展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组织的工作要求和部署，龙
华区政法委把政法工作与当前开展的双创工作相
结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改革联防队机制和体制全力推动双创工作。

龙华区治安联防大队自成立以来，在区委、区
政府的领导下， 在区委政法委和公安部门通力协
作和关心指导下，不断巩固和发展，已经成为维护
社会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 协助公安机关维
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和生力军。

8 月 8 日，龙华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举行了治
安联防队伍管理机制改革人员分流交接仪式，全
区 585 名联防队员分别交由公安、 联防大队、法
治教育中心、各镇及街道管理，区委政法委与各
单位签订 《龙华区治安联防队伍机构人员移交
单》，将联防队伍人、事、权全部下放，形成全新的
治安联防队伍管理体系，打响了龙华管理体制改
革第一炮。

王亚弟，金贸治安联防中队 ，1992 年
抓获一名正在进行入室盗窃的歹徒过程
中身负重伤 ，1992 年至 1993 年分别获得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分子 、市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 全省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全国
劳模等荣誉 ；2006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
出青年

邓志武，金贸治安联防中队 ，在 2004
年巡逻防范工作中， 共抓获飞车抢夺犯罪
嫌疑人 8 名，盗窃摩托车嫌疑人 2 人，缴获
飞车抢夺作案用摩托车 6 辆， 共抓获贩毒
人员 4 名，缴获毒品海洛因 10 小包，吸毒
人员 24 人。工作十年来，多次被区委、区政
府、公安分局评为先进治安分子，在 2004
年禁毒专项斗争中， 因成绩突出被评为治
安积极分子。

莫文智，金贸治安联防中队，2004 年 3
月 18 日下午， 以便衣巡逻国贸二横路时，
当场抓获两名实施抢劫的男青年。

吴清裕，金贸治安联防中队 ，2004 年
8 月 3 日与队友一起当场抓获一名正准
备实施抢夺的犯罪嫌疑人 ， 缴获作案摩

托车一辆。
陆顺兴， 金贸治安联防中队，2004 年

在打击“两抢”的行动中表现突出，共抓获
飞车抢夺 52 人（持刀抢劫 17 名，盗窃摩托
车 7 名，贩毒人员 18 名）共破获各类重大
刑事案件 182 宗，被誉为“两抢”终结者。

麦光标，中山治安联防中队 ，在 2004
年 3 月打击两抢一盗以来， 总共抓获各种
违法分子 60 名， 其中吸毒 30 名、 贩毒 6
名、抢劫 6 名，抢夺 5 人、盗窃摩托车 3 名，
抓获私彩人员 10 名。工作以来，多次被省、
市、区领导奖励和表扬，于 2003 年被海南
省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和市、 区治安联
防先进个人。

莫 碌， 中山治安联防大队，2003 年
11 月 2 日， 抓获两名抢夺手机的歹徒，并
缴获作案工具。同年 12 月 10 日，在海甸岛
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缴获赃款赃物一批。

王先文，中山治安联防中队，在工作中
抓获多名现行违法作案分子， 抓获现行刑
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10 宗 12 人； 抓获现行
治安案件违法人员 15 宗 16 人， 缴获赃款
赃物一批。

王余其， 中山治安联防中队，1991 年
在海口市九小门口抓获了十几个歹徒 ，
1992 年追捕逃犯 1 人，1993 年在工会执行
所抓获一名流窜作案嫌疑人，8 月在大英
村加油站旁抓获 5 名盗窃保险柜团伙。 曾
获评 1992 年全国社会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1993 年被评为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被授予“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公民”荣誉
称号。

陈宋发，大同治安联防中队，2004 年 3
月 22 日晚， 抓获两名诈骗犯罪嫌疑人，抓
捕过程中与歹徒搏斗，最终将两人制服。 6
月 19 日，抓获“两抢”犯罪嫌疑人两名，缴
获作案工具摩托车一辆和西瓜刀一把。 多
年来，多次受到市、区政府评为治安联防先
进个人。

云李生， 大同治安联防队，2004 年 5
月 16 日在义龙后路将贩毒嫌疑人抓获，当
场缴获毒品海洛因 26 包，毒资手机等。 同
年 23 日， 在海甸四路将贩毒嫌疑人抓获，
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 19 小包及毒资等 。
2005 年 5 月 16 日及 17 日，分别在云露里
路口、白坡里将 2 名贩毒嫌疑人抓获，缴获

毒品和毒资一批。
宋 彬，海垦治安联防中队，2003 年 4

月 16 日，在海垦天桥处发现两名歹徒正在
实施抢劫， 宋彬在追捕歹徒的过程中英勇
负伤。

吴挺飞，海垦治安联防中队，2004 年 1
月 28 日，在海秀路段，英勇抓获一名飞车
抢夺的歹徒， 并协助其他同事追捕另一名
逃跑的歹徒。

蔡俊雷， 滨海治安联防中队，2003 年
11 月 24 日，在滨海大酒店路段巡逻时，发
现滨海大酒店二楼发生火灾， 他不顾个人
安危，投入到抢险灭火的行动中，并救出两
名厨师，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吴多清，海垦治安联防中队，2015 年 6
月 14 日， 在海口市友谊路爱情公寓附近，
他徒手抢夺一男子手中向人群挥舞的两个
碎酒瓶， 将该男子制服， 过程中被割断手
筋，英勇负伤。多家新闻媒体对吴多清先进
事迹进行了报道，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孙新
阳在南国都市报第 8 版 《海口醉汉击碎酒
瓶人群中乱舞协警英勇制止被割断手筋》
上作出重要批示。

联治联防 成效显著

自成立以来，龙华区治安联防大队始终以维护
社会治安稳定为己任，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 积极配合、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巡逻防控，打击
“两抢一盗”、“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各
类严打整治行动，形成整体联动、快速反应、打击防
控一体的动态巡逻体系，有力地威慑了违法犯罪分
子，切实将辖区发案率降到最低点。 同时，发动、组
织、带领责任区内的单位、小区、居民区的保安、治
安积极分子组成的哨子队、 袖章队开展治安巡逻，
使得大批可防性案件得到有效控制。全力落实各项
安全保卫，做好违法建筑拆除、占道经营整治等城
市管理；观澜湖、玉沙村改造、兰花基地、恒大文化
旅游城等重点项目；博鳌亚洲论坛、全国“两会”等
重点时期、冼夫人文化节、国际自行车比赛等重大
活动以及村级换届选举的安保工作， 保障顺利、快
速、平稳、圆满完成。 配合处理群体性上访事件，有
效地控制了群体性事件的势头，并积极做好矛盾化
解工作，为上级领导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提供了
有利的保障，也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 群众对辖
区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已不断提高，此外 ,治安联防
队还积极参与抗洪救灾等紧急工作任务。治安联防
大队对辖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先
后涌现出王亚弟等一大批全国、省级综治先进个人
和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已成为时代主
旋律，成为发展最强音。 龙华区作为海口中心
城区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区经济快速发
展，城区面貌日新月异。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 ，人流 、物流 、信息流 、资金流的洼地效
应不断凸现 ，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城市管理
的任务日益繁重。 加快转型发展、保持中心优
势 ，打造美丽幸福龙华和海口 “首善之区 ”的
实施 ，党员干部 、辖区群众对深入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 ， 全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社会管理
水平 ，激发广大干部的创造性和工作活力 ，促

进龙华更好更快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 实
行治安联防队伍管理机制改革，完善社会治理
体制 ，不仅是应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 ，
更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待，保障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环境的需要 。 通过治安联防队伍管理
机制改革 ，旨在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增
强实战效能和队伍活力，为全区社会治安稳定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只有社会治安好了，
发展环境好了 ，企业 、资金才敢流入 、才愿流
入 ，才能促进龙华经济社会的发展 ，才能保障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改革创新 势在必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压力的增大， 警力不
足成为困扰社会治安的重要问题， 为弥补这个缺
口，1991 年 9 月 29 日，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成立，
属临时性机构，大队部设在区综治办，由区政法委
直接领导，由区综治办具体管理，下辖 12 支中队，
共有队员 319 名。 主要任务是协助公安机关开展
治安巡逻、 维护治安秩序、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2003 年 11 月 28 日区编委会议研究， 于 2004 年 4
月 22 日批复同意设置“龙华区治安联防大队”，为
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区委政法委。 大队下辖 5 镇
6 街共 11 支中队和戒毒康复基地中队。此后，区治
安联防大队不断发展壮大，2007 年，收编 7 村改居
后的原护村队员共 70 名。 2009 年，为适应维稳、处
置突发事件、安全保卫、打击“两抢”等工作需要，
成立了由退伍的侦察兵和特殊技能的退伍兵组成
了“飞龙”队，目前全区共有治安联防队员近 600
人，各类巡逻装备完善。

应势而生 不断壮大

巡 防 查 缉 英 雄 辈 出

受到表彰的优秀治安联防队员

保障拆除违法建筑 联防大队训练现场

改革体制 促进发展
———龙华区治安联防大队借“双创”东风改革管理机制纪实

本报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林婷

龙华区委书记王东开展联防队伍改革调研 龙华区委副书记、区长符革夜间视察联防队治安巡查工作

龙华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凌云在联防队伍分流交接仪式上签订《移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