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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担当保平安
———岳阳公安打造“平安城市”纪实

童亦劲 董 锐

2018 年 9 月 27 日， 岳阳市八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全市治安管理
工作进行评议，参与评议投票的人大常委
会委员纷纷为岳阳公共安全点赞，全市治
安管理工作评议获得好评。

平安，俨然成为“江湖名城”岳阳的又
一张城市名片。

这一切，都离不开维护这座城市正常
运转的各方奉献者。 近年来，岳阳公安机
关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管理，在保障社会稳
定、群众安居乐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全
市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 人民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提升。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
昔时诗人李白在南湖边欣赏巴陵古城景色，
留下美好诗篇，但他却未曾料想到现代岳阳
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 立足新的起点，发挥
长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长江中游
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向更高发展水
平迈进，正是当前岳阳发展最真实写照。

但是，没有一个稳定、平安、和谐的社会
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城市形象，就不可能
有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富饶幸福
美丽新湖南的岳阳篇章的目标更难以实现。

稳定压倒一切！ 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和生多次研究部署政法工作，
发出“动员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两个维护”，擦亮品牌，争先创
优，为推动岳阳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018 年，在岳阳市两会上，市委、市政
府提出了“一三五”的发展思路，政府工作报
告对公安工作提出了相应要求：“严格防控
社会稳定风险。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
道理，我们要坚持发展和稳定‘两手抓、两手
硬’。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严厉打击暴力性、
侵财性、团伙性和涉毒、涉黑、涉恶、涉赌等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要求：要全面
提升综治创建成果， 加快建设更加和谐、更
高水平的“平安岳阳”。

面对影响城市发展、 社会稳定的案事
件，全市公安机关坚持“桥归桥，路归路，理
是理，法是法”的法治思维，通过依法打击处
理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案事件，逐步引导民

众遵循“再合理的诉求也要通过合法途径来
解决”的社会治理原则。在这一理念指引下，
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事件得到有效处置。
同时，将岳阳城乡发展重点工程建设作为预
防群体性事件主战场，以预防为基础，以引
导为抓手，以化解为目标，突出打击“堵门、
堵路、堵桥”和“强买强卖、强揽工程、强行阻
工”等“三堵三强”违法犯罪。

近几年来， 全市公安机关及时摸排不
稳定因素 1000 余条。 过去，全市因各类矛
盾纠纷引起堵门、堵路、堵桥等扰
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事
件时有发生，在持续严厉整
治之下，困扰岳阳多年的
“三堵三强” 社会治安
“顽症” 得到有效治
理。

“作为企业，
我们最有发言
权，我们曾经深
受‘三堵’问题困
扰。 ” 一位参加
人大评议的委
员兴奋地说，“对
于市公安局整
治‘三堵’问题的
举措， 我们举双
手欢迎和支持，这
对于优化企业生产
经营环境、 优化社会
营商环境，绝对有引领性
意义。 ”

警力不足，几乎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
问题。 群众遇到诸如“污染排放、道路破损”
等问题，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全部拨打
110，非警务警情耗费了公安机关大量警力。

对此，岳阳拿出了实招。岳阳公安机关不
断探索“110”警务机制改革，将非警务警情
通过政府“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合理分流
到相关部门， 形成政府服务热线 +110接处
警“岳阳模式”，让公安机关全力聚焦打击犯
罪、维稳保安主业。“12345，服务找政府”“公
安 110，为民保安宁”新理念，被中央电视台、
《法制日报》等中央、省、市媒体宣传报道，公
安部在岳阳召开现场会，推介岳阳经验。

岳阳公安机关积极引进先进警用技术。
大数据可视化呈现、动态预警预测……传统
数据叠加现代技术，推动信息化建设为公安
机关打击犯罪、 服务群众决策提供科学支
撑，不仅让数据“跑”起来，还让数据“活”起
来。 2018年 7月，在平江开幕的纪念平江起
义 90 周年暨第 15 届中国（湖南）红色旅游
文化节上，该市使用热力成像系统和人脸识
别系统，根据热力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动
态监测、人流趋势分析、人群画像分析等信
息，有效缓解了人流密集造成的道路“毛细

栓塞”现象，妥善处置现场发现的 9 名重点
可疑人员，有效地防控了隐患。

除了“外引”，该市公安机关还积极“内
产”，注重利用全警智慧助推工作。 通过搭建
岳阳公安“微改革微创新”大赛等竞技角逐舞
台，提供经费奖励、记功表彰等激励政策，激
发民警改革干劲和创新活力， 大胆破解工作
中的难题困局，鼓励全市民警搞小发明、小创
造、小革新，让民警有更多改革参与度、发言
权、获得感，让微改革释放大能量。 在全省首
届“平安湖南杯”微改革微创新大赛中岳阳市
公安局收获银杯。 目前，该局正积极将民警原
创的“部分电子数据涉案内容提取展示及辅
助固定法”等多个项目进行孵化培育、应用推
广，让更多优秀成果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改
革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实战。

风劲云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
须快马加鞭。“平安岳阳”建设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 面对取得的成绩，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和生高瞻远瞩：“要不折不扣
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态度要坚决、政策要把
准、基础要扎实、工作要结合，要进一步提高
平安岳阳水平，擦亮岳阳政法工作品牌，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现在的治安越来越好了，我有时候晚
上 12点回家，也没觉得不安全。 ”35岁的徐
女士说，10 年前， 她住在老城区的苗圃一
带，晚上 10 时左右回家，还曾经被抢劫过，
现在摄像头多了，巡逻警察也多了，大晚上
走到大街上也不怕了。

打造城区安全稳定， 并非一朝一夕之
功。 全市已经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公安机
关主责、社会各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综合治理格局。 岳阳市连续多年获得全省
综合考评先进单位，2017 年岳阳市更是被
评为“全国综治先进单位”。 党委政府的重
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公安机关做好治安
管理工作的根本动力和有力保障，催促着全
市公安机关作为和担当。

针对当前全市扫黑除恶新形势， 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王小中摩拳擦掌：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化认识、强化部

署， 坚定开展专
项斗争的

信心和

决心；要形成一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大
攻势，做到领导精力高度集中，办案成效
充分显现，社会反响相当强烈；要把握重
点环节，在线索摸排、案件侦办、深挖“保
护伞”、宣传声势、工作机制等方面，深入查
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把专项斗争
提高到新水平。

“我们打老百姓最恨的， 防老百姓最怕
的，帮老百姓最难的。 让岳阳人民生活得安全
幸福，是我们天然的使命！ ”副市长、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唐文发说。 近年来，岳阳强化
担当，成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市
县两级均以公安刑侦部门为基础， 抽调民警
组成专案组；建立了打黑除恶工作考核机制，
形成“齐抓共管，标本兼治”工作格局；运用异
地用警、异地羁押、挂牌督办、指定管辖、专案
督导、市县协同作战等方法，确保了案件侦办
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 该市共受理违法犯罪线索
1237 条，侦办涉黑涉恶团伙案 48 个，破获
团伙涉及刑事案件 187 起， 抓获 345 人，敦
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64
人。 打掉盘踞在市中心城区“地下治安队”
“地下执法队” 的涉黑恶犯罪团伙 10 个，赢
得了广大市民的称赞。

除此之外，近年来，岳阳市公安局组织
开展了“五打五整治”专项行动，把打击矛头
指向毒品犯罪、侵财犯罪、聚众赌博等多发
性犯罪，把整治重点指向非法集资、“三堵三
强”、交通秩序混乱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18 年，又组织开展了“集打行动”（重点打
击涉毒涉枪涉爆犯罪）、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

犯罪、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系列专项斗争行
动，先后破获公安部督办的“109”特大网络
赌博案、“12·11”武装贩毒案、“3·19”非法买
卖运输爆炸物品案。 中央电视台、《人民公安
报》等中央、省、市媒体多次报道，形成了声
势浩大的斗争攻势，有力彰显了岳阳公安机
关维护社会治安、严打违法犯罪的决心和信
心。“严打”之下，该市以往多发的“两抢”（抢
劫、抢夺）案件基本绝迹。

打和防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两
驾马车。 除了打击，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不断得到完善，治安防控能力和水平不
断得到提升，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大
型安保活动保证了绝对安全， 近 3 年来，近
180 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保证了安全万无
一失； 二是校园安全防范能力明显增强，近
年来，没有发生严重校园安全事故；三是涉
医违法事件明显减少，2018 年未发生一起
严重“医闹”事件；四是积极推进烟花爆竹治
理整顿， 城区基本杜绝了燃放烟花爆竹现
象；五是枪支危爆物品管理有序，确保了全
市危爆物品“不流失、不炸响”。

牢固“法治思维” 坚持“理是理，法是法”

破解“安全密码” 形成“打防”新常态

探索“改革强警” 向新机制、新技术要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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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部署“大清查”行动。 张雷 摄

开展城区夜间设卡盘查行动。 龚琳 摄

强化人流密集区域巡逻防控。 龚琳 摄

� 民警在高速路口进行毒
品查缉行动。 张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