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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曦 通讯员 王驾龙

“我省多项公安改革工作在全国有地位、
有影响，要找准警情与民意的共振频道，统筹
推进警务机制体制创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在省公安厅调研时的一番评
价，为近年来湖南公安改革探索实践作了生动
诠释。

2015年以来， 湖南省公安厅按照中央、公
安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
树一流形象的目标，大力实施加强基层基础建
设、加强科技信息化建设，提升警务实战效能、
提升队伍整体素质的“两加强两提升”警务战
略，全省公安改革呈现次第开花、综合显效的
局面，实现全省刑事案件、命案、治安案件、道
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同比“五下降”，人民群
众安全感、警务调查满意度“两上升”，公众安
全感同比提升1.86分，群众对警务工作满意率
达97.11%。

现代警务机制成效初显
今年5月， 省公安厅在怀化召开全省警务

机制改革现场会，提出以警务资源整合、警务
要素重组、警务流程再造为手段，以实战化为
核心，以信息化为支撑，以规范化为保障，通过
推进体系化、结构性、全方位的警务改革，推动
传统警务向现代警务跨越。

湖南公安机关紧紧抓住“研判预警、主动

攻防，科学调度、扁平指挥，合成作战、精确打
击”等关键环节，推动警务工作全领域全流程
转型升级，警务实战效能明显提升。全省500多
个城区派出所建成综合警务指挥室，实现点对
点、可视化、扁平化指挥。

目前，省市县三级扁平化可视化指挥调
度、警种合成作战、动态备勤、规范执法机
制等已经全面建立，以视频监控、公安检查
站、联勤武装巡逻为重点的立体化治安防控
体系基本成形，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六位
一体” 武装联勤巡逻成为常态， 今年上半
年，全省的刑事立案同比下降5.03%，抢劫、
抢夺、 盗窃案件分别下降18.11%、36.87%、
7.55%。

深化改革便民利民
“各级公安机关要强化‘最简审批程序、最

短服务半径、最优‘互联网+警务’理念，以优化
管理来创新服务，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黄关春在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改革便民利民服
务工作现场会上强调。

2015年以来，湖南公安机关按照“优化
公安行政管理、服务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
展、服务人民群众”的思路，推动公安行政
管理从简单粗放、侧重管制向规范精细、主
动服务转型升级。去年9月，湖南省公安厅
围绕户籍 、出入境 、交通、消防、边防、治
安、机场公安等工作，集中推出30项便民利

民举措和51个国家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
制度。

这些“接地气”的举措一经推出，赢得了广
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育警强警惠警兴警
2015年， 省公安厅出台加强公安队伍建

设、从优待警十件实事等7个文件，大力实施铸
魂育警、素质强警、人才兴警、作风砺警、暖心
惠警“五工程”，不断提升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
业化水平。

如今的湖南公安已经建立了入警、 立功、
授勋、退休等6个职业仪式规范，使民警在职业
生涯的各个重要阶段得享应有尊严。 同时，通
过一系列惠警举措， 帮助解决民警子女入学、
家属就业、夫妻调动等实际困难，有效增强了
民警归属感， 进一步激发了公安改革内生动
力。据了解，从去年开始，省、市公安机关每年
拿出1000万元帮扶1000个家庭困难民警、500
万元帮扶100个困难派出所、200万元奖励有
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

湖南公安极为重视自身造血功能， 从源
头发力抓好人才的引进培养。未来5年，全省
将培养引进5000名各类专业人才；今年将建
立省级公安人才库， 吸纳200名高端人才入
库，实行特殊奖补制度。与此同时，积极落实
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毕业生招录政策， 实行英
烈子女优先招录， 确保公安专业毕业生入警
率达到90%。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 � � � 名片
黄丹靖 ，1986年12月生 ， 永州新田

人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毕业后 ， 攻读德
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生 ，2014年获
工学硕士 。 工科一向是男生的领地 ，这
位 “逆袭 ”的小女生放弃了国外优厚的
待遇回国创业 ， 她和团队共同研发的
“新型地板 ” 申请了发明和实用新型等
多项专利 。

故事
瓜子脸，齐肩的短发，有逻辑而慢条

斯理的谈吐有些超越她年龄的成熟，她的
笑很甜。

2004年，黄丹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让亲戚朋友都大
跌眼镜的是，她选择了机械制造设计与
自动化专业。 大学是色彩斑斓的年纪，
而陪伴丹靖的是复杂
的力学、 机械理论等
深奥的知识， 磨过磨
具，进过工厂，画过一
本本厚厚图纸。 大四
那年，她以专业前三、
平均87分的高学分被
校方成功推荐到德国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深
造， 在世界领先的高
端机械王国， 她选择
了能源与环境工程作
为主攻方向。

她先学了一年德语，才开始了工科
专业的学习。5年的留学生活，最大的收
获是德国人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工匠情
怀。

在德国全开放式的教育， 没有班级，
没有辅导员，全靠丹靖自觉学习，在网站
上找到授课时间和地点，严苛的考试制度
是文聘含金量的唯一保证。

2014年4月， 放弃留德的优厚待遇，
丹靖带着一颗“工匠之心”决定回国创业。
她说：“我们南方很湿冷，妈妈常因这种寒
气冻出各种关节毛病，所以我最初的想法
是能不能找到一种导热均匀的材料让家
里暖和起来。”留德时一位教授提到的“高
钙微晶石”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发现在我
国云贵高原的大山里就有这种特殊的材
料，又称方解石。

从云南到贵州、江苏、山东，她跑遍
了很多地方，发现在上海还真有“前人”
利用这种材料加工制造成了“地热地
板”。她说，大学和研究生的扎实基础，真
的让她受益匪浅，她和“小伙伴们”很快
发现“老式”的微晶石地板虽然导热快，
但没有彻底解决防水、 短路和氧化的三
大弊端。很多人不苛求这个瑕疵，但她认
为态度必须严谨。咋办？她一家家工厂求
教于电力技师， 她研读航天类导热的原
理著作， 她与大学生科研团队一次次碰
撞。去年年底，终于突破了这三大技术难
题。 并先后申请了新型人造地板的发明
专利证书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碳纤维
整体地热线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外观
设计专利证书。

黄丹靖为自己的“宝贝”取了个名字
叫德弗洛，她希望这种源自德国的制造精
髓伴随它以后更好的发展。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余蓉 实习生
王凡）今天，湖南师大附中高三学生、长沙伢
子戴昱民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回到长沙。在
刚刚结束的第48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
克竞赛中，戴昱民斩获金牌。至此，湖南师大
附中今年共获得3枚国际奥赛奖牌， 金牌总
数达28枚，稳居国内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金
牌摇篮”。目前，戴昱民已被保送北京大学化
学学院。

班主任吴彩霞认为， 戴昱民的成功主要
缘于3点：科学安排学习时间、严格自律的学
习态度、劳逸结合的学习方法。在教练李海汾
眼中，戴昱民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学生。戴昱

民说，每个科目都有触类旁通的地方。数、理、
化都是对思维的训练，而在思维训练中，很多
东西都是可以共用的。在他的眼中，化学不是
单纯枯燥的公式，而是有许多“奇妙的反应现
象”和“奇怪的对称美”。 戴昱民的父母是企
业普通员工，家庭教育比较民主。戴昱民的数
学奥赛成绩一直很出色， 小学阶段就拿过全
国二等奖。父母没想到，高一时戴昱民选择参
加化学奥赛。他们“心里有点打鼓”，但尊重孩
子的选择。

平时，戴昱民最喜欢古典音乐，还喜欢打
羽毛球、乒乓球等。他笑称自己的水平是“业
余里面不那么业余的”。

强化问题导向 坚持改革方向

湖南有力有序推进公安改革 黄丹靖：
小女生的“工匠情怀”

长沙伢子戴昱民
获国际化学奥赛金牌

戴昱民 通讯员 摄

黄丹靖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