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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曦 通讯员 宋云钊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群众看治安，
关键少发案。近日，记者走近永州市公安局，
对该市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行深入了解。
该局民警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市公安主动拥
抱大数据、云计算，引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转
型升级，努力实现了破案上升、发案下降、群
众满意工作目标。自2015年来，该市刑事案件
破案率一直稳居全省第一， 公安民调在全省
名列前茅。在今年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上，永州
市公安局揽获全部5个大奖，系全省唯一荣获
大满贯的市州公安局。

共建共享，多元共治卫民安

1月22日，“万人巡防”手机APP上，祁阳县
长冲村一名巡防员反映问题：有人在该村偷狗，
并附上一张嫌疑车辆照片。接到信息后，市公安
局治安防控中心发出协查通报， 龙眼井村一巡
防员迅速报告： 发现一辆与嫌疑小车特征相符
的车辆在该村逗留。 治安防控中心立即调度周
边治安卡口、巡逻民警进行查缉布控，一举抓获
两名犯罪嫌疑人，破获系列盗窃家禽家畜案。

这是永州社会治安多元共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市市委、市政府把治安防控与经济
发展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致力于

“社会治安社会治”。除全面推行党政领导带队、
机关干部参加的夜巡制度外，该市公安局还组
织多方联勤联防。根据大数据研判结果，适时
调整巡逻防控的重点时段、路段，落实公安、武
警武装联勤巡逻，开展常态化夜巡查缉。

市公安局还在全省率先建成“全民眼”视频
汇聚系统， 整合社会视频7800余路为我所用，
基层民警既可足不出户调阅辖区视频资源，又
可通过互联网调取已接入视频， 直接为打击防

范服务。警方还在全市发展永州义警1.12万人，
发展的士司机、公交司机“蓝背心”3279人，一旦
发生重大警情，市、县公安指挥情报中心立即坐
镇指挥，实现一呼百应、快速联动。

掌控大数据，“警务云”发威助破案

2017年5月12日，道县寿雁镇伏水河边一
偏僻处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作
案后潜逃。案发后,民警依托大数据平台合成
作战，仅用7小时查明并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
亮，成功破获该案。

道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对此深有感
触：“以往人海战术都达不到的效果， 现在通
过大数据、云计算仅仅需要几秒”。“掌握大数
据，掌握无限可能。”据永州市公安局警令部
主任毛先奇介绍，市公安局将今年确定为“大
数据年”，主动将大数据警务融入智慧永州总
体框架， 推动公安工作由传统警务向现代警
务、汗水警务向智慧警务转变。

今年1月，永州在全省升起第一朵“警务
云”， 建成全省第一个公安大数据实战平台，
提供600TB云存储、1200核云计算，可实现亿
级数据秒级处理。从此，通过互联共享、协议
获取等方式，汇集整合公安业务数据、社会信
息数据，实现信息资源高度集中、关联共享，
为公安工作提供模块化分析、精准化制导。市
公安局大数据实战平台每天数据递增量500
万条以上，目前，已归集数据475类24亿余条。

此外， 公安机关在全市建设3000路人脸
识别系统点位， 建成目前全国最大的人脸识
别应用基地，成功实现对目标人员一键定格、
一秒识别、一览无遗、一网打尽，使案件朝发
夕破、夕发朝破成为可能。并在全国首创建设
智能警务基站， 将数据统一推送到大数据实
战平台，实现人过留影、机过留号、车过留牌。

今年运行以来， 已直接破获刑事案件239起，
抓获网上逃犯47名， 提供案件线索332条，有
效预警2768人次， 真正让飘在天上的数据云
成为立体发威的数据端。

合成作战，亮出漂亮成绩单

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指挥情报中心
负责人蒋啸告诉记者：“4+X” 中心深度融入
大数据警务， 把大量人工操作转变为数据跑
路云计算， 实战成效令人振奋。 遇到合成作
战， 指挥情报中心只需要按部就班、 一键推
送，真正做到“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

“安邦是最大的民心，安全是最大的民生”。
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新良告诉记者，
该市公安创新社会治理思路和载体， 全面加强
治安要素动态管控，做到了实名管理“零盲区”、
重点管理“零缺位”、虚拟管理“零疏漏”。

在市公安局里， 民警向记者展示一张漂
亮的成绩单： 在全国率先建成市级寄递安检
服务中心和侦控中心，全面落实开箱验视、实
名登记、X光机安检“三个100%”制度；加快建
设物联网管理系统， 为全市爆炸物品生产企
业、 储存仓库、 涉爆单位安装远程音视频监
控，危爆物品运输车辆安装GPS系统，强化危
爆物品全流程监管； 构建全网覆盖、 全时运
转、全市联动的网上综合防控体系，建成全省
首个市级反电信网络诈骗分中心， 打击电信
诈骗犯罪排名全省第一。 今年1至5月， 侦破

“伪基站”案件13起，排全省第二，网络诈骗案
件发案降幅排全省第一。

“既有天网，又有地网；既有人防心防，又
有物防技防；既管控现实社会，又管控虚拟社
会；既有点上的星光闪烁，又有面上的全面开
花”，谈起永州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刘新良
如此概括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袁媛

【名片】
陈觅杭 ， 湖南湘潭人 ，1990年出生 。

2014年4月28日 ,在人民大会堂，她以《用青
春铸就巅峰之路》为题发言，代表雀儿山项
目参建人员接受“全国工人先锋号”颁奖。

【故事】
6月20日， 在长沙市湘江之畔的一栋

居民小区里，陈觅杭演奏了一曲理查德·克
莱德曼的《星空》，流畅而华丽的音符从她
灵活的手指中流出。很难想象，端坐在钢琴
前温柔、娴静的她竟然是一位隧道建设者。

2012年，陈觅杭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
中建五局隧道公司，不到5年时间辗转4个
工程项目：从世界上第一座海拔4300米以
上超特长公路隧道———国道317线雀儿山
隧道，到海南西环铁路、蒙华铁路，再到中
国最难的高铁———标段内桥隧比高达
99.83%的郑万高铁。如今的她，依旧扎根
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线。

陈觅杭大学毕业之时， 正是雀儿山
隧道项目部组建之初。 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她， 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当时一名女性
都没有的项目部。可实际上，当时才22岁
的她要面对和克服的困难可不少。 雀儿
山隧道洞口海拔4377米，每年只有3个月
不下雪，积雪最深可达2至3米，冬季气温
多为零下20至30℃。没有雨雪的天气，就
要面临强紫外线的伤害， 项目基地上个
个嘴唇开裂，脸被晒伤掉皮。“高寒、强紫

外线我都可以克服， 就是缺氧让我很难
受。当时师傅让我跟班学习测量，我们一
路走了十多公里， 多半的路不是走而是
爬。在缺氧的情况下攀爬，稍微动一下就
头晕得厉害。”她回忆这段经历，依旧历
历在目,“尽管他们照顾我，从没让我扛过
仪器，我还是累得‘半死’。”

两年多时间， 她与项目部同事一起研
究的高原隧道课题， 攻克了高原隧道施工
通风等6项技术难题； 研究出适合高原使
用的半自动砼喷料斗进料装置， 获得国家
新型实用专利技术；在人民大会堂，她讲述
在隧道施工的青年建设者的故事， 分享了
一线员工的苦与乐。

“面对那样的工作环境，你是怎么坚
持下来的呢？”对于记者的问题，陈觅杭
腼腆地笑道：“项目开工那天， 当地藏族
同胞一大早赶到工地， 给参建人员戴上
洁白的哈达， 拿出自家平时舍不得吃的
牦牛肉， 那灿烂的笑容和期盼的眼神让
我至今难忘。”

从雀儿山下来后， 陈觅杭就跑到了三
亚， 成为海南西环铁路的建设者。“这条铁
路是跑动车的铁路，项目线路长、工点多、
标准高、工期紧，可把我们这些搞前期的人
忙苦了。”当时，项目部刚成立，还没开工就
遇到了“海燕”强台风登陆三亚。在停水停
电的环境下，为了不影响前期工作，陈觅杭
和同事一起把宾馆当办公室， 把床铺当办
公桌。她遗憾地说：“我是最爱旅游的，但是
在三亚工作近两年， 我竟然连天涯海角都
没去过。”

如今，她正在实现第二个愿望：参建高
速铁路工程。“郑万高铁的标段说是在重
庆，但是从项目驻地到重庆，先是要坐船到
县城，然后坐大巴到万州区，最后坐动车才
到重庆市区。”她说，汽车翻过大山后，山上
和山下急剧变化的高差， 让人的耳朵发出
嗡嗡的耳鸣声。也许只有亲身体验过后，才
知道这里人们出行的不易。“等郑万高铁修
通后，人们出行就方便了。”陈觅杭笑着告
诉记者。

高原工程、高铁工程、跨海工程，是她
一直渴望亲身实践的三大工程， 如今已实
现了两个。陈觅杭说：“剩下的跨海工程，哪
怕再苦再累，我也一定要尝试一下。”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张斌）记者
今天从省纪委获悉，省水利厅原巡视员刘佩
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刘佩亚，男，汉族，1955年5月出生，吉
林农安县人， 大学本科学历， 副研究员。
197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0月

参加工作， 历任湖南省水利水电科研所所
长，省水利水电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
任， 省水利水电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等职
务，2000年4月至2014年9月任省水利厅党
组成员、 副厅长，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
任省水利厅巡视员，2015年8月退休。

“警务云”起处 百姓倍心安
———永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转型升级侧记

陈觅杭：
指间流出音符
脚下挖出隧道

省水利厅原巡视员刘佩亚接受组织审查
6月26日，保靖县碗米坡小

学， 留守儿童津津有味地翻阅
新书。当天，启明公益基金会湖
南项目部为该校捐赠一批图
书， 丰富农村小学生的课外读
物。

张小兵 王月 摄影报道

津津有味

陈觅杭 图/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