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雪亮工程”为手段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入新阶段

保亭政法综治部门从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
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一切困难，消除壁垒，破解难
题，借用科技手段不断推进“雪亮工程”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取得了明显成效。

保亭县委、县政府于 2013 年提出《关于海岛型立体化防
控体系建设三年规划》方案，加强以“情报+指挥+视频+防
控”工作新机制建设，共投入 2981 万元在重要场所、重要路
段、重要区域建成全县“平安保亭”视频监控摄像机 594 个、
道路交通卡口 30 个、交通红绿灯 10 个，优化 350M 警用对讲
系统。2017 年以来，通过天网监控信息共破获刑事案件 93
起，查处治安案件 56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71 名，提供查
询 7000 余人。

去年 8 月 9 日全省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建设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陵水）现场会后，保亭县委县政府重新规划全县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工程，着手进行项目规划和方案设
计，规划建设覆盖全县一、二、三类地区的重点公共区域、主
要道路的视频监控网。加快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
用工作，并在原先建设的 594 个高清摄像头的基础上进行补
点 1200 多处。项目建成后，保亭县将通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信息共享平台权限设置，划分图像资源和应用功能，并整合
各部门视频图像资源和服务，有效推进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整个工程计划投资 6655.9 万，分三期建设。去年
底，实现全县旅游景区视频监控互联互通。

强化治安卡点建设，突出“卡点防控”功能。根据保亭的
道路交通特点，以县城为中心，在县城城区交通要道和案件
多发路段建立第一道监控网，在进出城区的 5 个主要路口建
立第二道卡口，在其他 8 个乡镇建立第三道监控网点。2013
年以来，全县通过卡口、监控协助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06 起，
查处治安案件 203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03 人，提供查询
2 万余次，信息化应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有力推进了保亭平
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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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治中心建设为抓手
平安建设开创新局面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涉及社会方方
面面，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项重要工
作。近年来，保亭县委县政府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协调配合、不断健全基层维稳综治
机构，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加强“三位一
体”等资源整合，形成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的强大合力。

保亭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综治和
平安建设工作，多次听取平安创建活动开展
情况汇报，并把落实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
人，严格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综治中心
建设与管理规范》的要求，加强各级综治中
心的建设。

据介绍，目前保亭全县 9 个乡镇全部设
立综治中心，保亭县综治中心具体负责协
调，指导和督查。全县综治工作，强化综治、
信访接待、法律援助、为民办事、矛盾纠纷调
处、社区矫正六大职能，整合公安、司法、民
政、信访等成员单位，全面加强各级综治中
心工作。综治工作网络从县向乡镇、村（社

区）延伸，及时处置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矛
盾问题。去年在落实“善心汇”1043 名涉案
人员稳控工作中，保亭各级综治中心发挥指
挥和督促作用，发动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力
量，实现全部落实见面、联系稳控率达 100%，
维护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2017 年保亭在 9 个乡镇、5 个农场改革后
的居委会和60个村委会、2个社区居委会都整
合成立了综治机构，不断完善综治工作中心
和矛盾排查调处中心的建设，健全治保会和
调解会等基层综治组织，每年还组织基层综
治干部、农村治保调解主任进行业务学习和
赴外地学习考察，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在

村级选举换届工作中选任一批懂法律、素质
高、敢抓敢管、群众基础好的村干部担任人民
调解员。目前，全县共有调委会78个，其中乡
镇 9 个、农场 2 个、村（居）委会 65 个、社区 2
个、调解员 417 人、综治调解信息员 971 人，确
保全县基层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矛盾纠
纷早发现、早控制、早调处，做到了“大事不出
镇、小事不出村”的工作要求。

保亭加强乡镇治安联防队伍建设，从
2013 年 7 月开始，该县在各乡镇组建乡镇治
安联防队，每个乡镇 30 名、全县共有 270 名，
每年投入 167 万元用于治安联防队的工作经
费，保障队伍运作开支。队伍组建以来，积
极开展日常治安巡逻、秩序维护、防范宣传、
警民联防等工作，发挥了维护一方稳定、保

护一方平安的职能作用，有效弥补基层一线
警力不足，防控面深入不到的边缘区域和重
要部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保亭各级综治中心加强值班备勤，及时
处理群众反映的各类诉求和矛盾纠纷，坚
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党委政府领导班
子在综治中心轮流值班接访，协调相关部
门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会商
化解，并限期将结果反馈县综治中心，由县
综治中心人员全程跟踪督办，切实做到人
人担责任，事事有人管，确保各项工作有条
不紊，高效运用，从而促进和带动整个平安
建设工作，切实维护保亭社会治安秩序稳
定，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强，满意度
不断提高。

“三位一体”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
——保亭政法综治部门扎实推进平安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赵世馨

近年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广大政法综治干部以时不我待的精神，铆足干劲，奋力前
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运用现代化技术和
传统办法相结合，加快推进建立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着
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建设等方面，深入开展
抓稳定保平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强，满意度不断提高。

去年 11 月，在全省“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第二次现场推进会上，保亭县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王小飞作了交流发言，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保亭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和网格化服务
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与管理情况、工作经验，获得一致好评。

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支撑
创新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效

近年来，保亭政法综治部门大胆探索
实践，扎实推进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网格化
服务管理工作，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
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运行体系，有效发挥
各级网格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
的作用。

据 介 绍 ，2016 年 以 来 ，保 亭 共 投 入
1200 多万元，分三期完成全县网格化服务
管理项目的建设，并成立了县级网格化服
务管理综治信息指挥中心，实现全县网格
化管理全覆盖。

三道镇、三道农场是保亭最早试点网
格化服务管理的地区。近日，记者来到三
道镇时，许多居民都说，现在网格员经常
上门服务，他们办事比原来方便多了。

据了解，目前保亭共完成网格划分
317 个，配备 317 个网格员，做到人、地、
事、物、组织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范畴，网
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全覆盖、无盲区。

去年 10 月保亭县政府批准设立保亭
县网格化服务管理综治信息中心，调剂事
业编制 2 名。同时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
方式，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网格管理员 15
名，安排到乡镇网格中心工作。2016 年以
来，全县共组织对网格员进行上岗培训
600 多人次，有力推动全县的网格服务管
理工作。

该县网格化管理项目建设目标主要
是通过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与省综治办
对接，系统建设内容按照中央综治办的 9+
X 模块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机构队伍、实
有人口、特殊人群、社会治安、重点青少年、
矛盾纠纷、两新组织、护路护线和校园及周
边安全基础9大模块。此外，还根据实际工
作开展延伸了多项内容：如 GIS 地理信息：
运用空间网络技术、地理编码技术，实现对
辖区内的人、地、事、物、组织等要素进行管
理，通过 GIS 地图可达到以图找房、以房找
人。再如视频管理：通过对接公安已建设
的视频探头资源，实现对重点场所、重点区
域进行视频整合调度指挥，可达到实时发
现问题处理问题目的。

与此同时，保亭政法综治部门人员加
强网格化管理工作宣传，让群众了解网格
化管理服务内容和作用，并对网格员建立
一系列管理制度、考核制度、考核细则，开
展业务培训、道德培训，提升网格员素养，
不断完善信息内容数据采集。通过一期、
二期信息系统平台整合，对网格员发现上
报的问题给予及时分流处置，并实现了与
省综治平台的数据业务对接，有效发挥各
级网格员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
作用，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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