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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守护解放西》2正在网络平台播出，播出
不到3集，播放量已达近千万。该剧第1部去年就
在网络平台首播，聚焦基层民警执法办案，一经播
出，迅速成为一档霸屏刷屏、好评如潮的佳作。通过
节目播出，普通派出所干警集体跃升为网红明星，

“坡子街派出所”迅速成为当地新的网红地标。
这部剧为何这么受欢迎？也许正是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社会现实中最
真实的人民的心声。

还有长沙，继连续 12 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后，又跻身全国网红城市中部第一，城市
夜经济活跃度全国排名第三……这些头衔的背
后，正是平安中国的基层实践。

近年来，围绕打造“社会治理升级版”，天心
区结合辖区实际，积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
推进平安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2020年，启动

“三个十”工作，即十大社会治安乱象整治、十大
“互联网+群防群治”示范服务站建设、十大“平安
创建”三位一体，共同助力社会治理升级。

围绕非法集资、涉毒、涉黄、涉赌、物业管理矛
盾、传销、偷盗、电诈、非法宗教邪教、校园周边环境
十个方面治安问题，今年天心区发动各街道社区，
对辖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进行了全面
摸排，14个街道各确定一个重点整治片区，集中时
间、集中力量进行专项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的治安问题和隐患，依法惩治了一批违法犯
罪人员，铲除了一批滋生乱源的土壤和条件，扭转
了一批重点地区治安状况落后的局面，让居民群
众真切感受到“大整治”带来的大变化。

“在天心区生活，安全感很强，凌晨巡逻的警
车，亮灯的警亭让人觉得很安心。”家住天心区青
园街道青园社区的王鹏在一家工厂上夜班，每天
下班后到了凌晨2时，工作十多年来，他从未遭遇
过任何治安事件，社区还经常组织防范非法集
资、电信诈骗、扫黑除恶等主题宣传，让他收获了
满满的安全感。

今年，天心区还依托“互联网+群防群治”平
台星城园丁 APP，重点打造了 10 个“互联网+群
防群治”示范服务站。

据了解，“星城园丁”是长沙市公安局2019年
打造的“互联网+群防群治”平台，它将巡逻防控、
违法举报和“不安全、不文明、不健康、不方便”问
题纳入其中加以解决。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工

作站，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长沙品牌。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示范点，我们看到，该示

范点建立了巡逻防控机制，组织校园保安、志愿者
服务队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巡逻防控中来，制定校
园巡逻线路7条，不定期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等校园开展“群
防群治”夜间巡逻防控工作，并配带肩闪灯在校园
内进行巡逻，强化社会综合治理。今年3月，校园
保安服务队成功抓获一名校园内盗窃手机的现行
犯，有效增强了校园师生安全感和满意度。

目前，全区十个示范服务站已全面建成。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冬林表示：“示范站的
建设是促进校园平安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学
校的安全稳定工作必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全区
‘互联网+群防群治’巡逻防控工作。”天心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黄文先说。

不仅如此，2020 年天心区继续深入开展“十
大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深化平安家庭、平安小
区（网格）、平安物业、平安社区（村）、平安街道、
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安
经营单位（商场、门店、超市、酒店、餐馆、旅馆、文
化娱乐场所等）、平安企事业单位、平安创建协会
等创建活动，推动平安创建向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发展。通过广泛发动小区、学校、医院、企业等
各大创建主体参与平安天心建设，实现政府治理
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以各领域各
行业的平安带动整个天心区的“大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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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值得骄傲的成绩单：多次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市区，连续16年获

得省“平安县市区”荣誉称号；多次获评全省国家安全工作
先进区（县）、全省护路护线先进区（县）、全省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示范单位……
这是一幅法治下的温暖画面：环境优美的公园里，老人们悠闲漫

步，孩童欢快奔跑；繁忙有序的岗位上，大家各司其职，干事创业热情
高涨；秩序井然的街道上，车辆有序通行，行人排队礼让……

一个个鲜活数字和温暖场景的背后，是“平安天心、法治天心”生动
的诠释。

也正如天心区委书记刘汇所说，“法治建设，是天心区繁荣发展的
坚实基础。”

特别是近年来，在长沙市委政法委的有力指导和天心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天心区委政法委围绕“创一流业绩、树一流
品牌”的工作目标，以建设“平安天心、法治天心”为工作主

线，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积
极创新社会治理，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追赶超越，澎

湃前行，向更高水平的平安天心、法治天心
迈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幅提升。

连日来，住在金盆岭街道赤岭路社区二机小区
的居民发现楼道里不亮的灯修好了，损坏的楼栋外
墙补好了，楼道大型堆物清理干净了……

原来，件件琐事的解决，得益于该社区打造的
党建引领下的“网格单元作战”体系。社区在小区
的各楼栋设立楼栋党小组，在各单元设立网格“单
元长”，把党组织工作的触角向社区楼栋和单元延
伸，最终形成“社区党委+社区网格员+楼栋长+单
元长”四级联动治理模式。“单元长”们在日常工作
中充分发挥宣传员、信息员、调解员、监督员的作
用。网格力量通过分工合作，一大批麻纱事、烦心
事快速得到响应解决，该体系运行短短3个月以来，
消除3起火灾隐患，调解5次邻里纠纷，发现及时处
理问题200余件，居民投诉下降50%以上。

“嗲嗲，你今天身体怎么样？”几乎每天，家住金
盆岭街道狮子山社区 80岁的老人曹嗲嗲都会收到
网格管家的“每日一问候”，遇到问题，他们还能帮
着解决，这让曹嗲心里备感温暖。目前，该社区由
网格管家、楼栋长、党员志愿者和爱心邻居组成的
爱心服务队，对社区 18名独居老人进行“每日一问
候”，帮助他们打扫卫生、谈心聊天、联系医疗帮扶、
心理护航等，得到了广大群众赞许。如今，依托网
格化管理，金盆岭街道 90%的问题都解决在网格、
社区和街道。

11月15日，随着“滴”的一声，桂花坪街道银桂
苑小区居民刘毅靠刷脸就进了小区，安全又方便。
为 推 进 防 控 体 系 智 能 化 ，天 心 区 正 逐 步 探 索

“AI+”。正在试点的银桂苑社区内，智能垃圾回收
站、智能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电动车规范停车充电
桩、环境噪声监测智能设备等各类智能公共设施随
处可见。智能设备的应用，不仅给居民群众带来方
便，还能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案件的发生，保障社
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大到社会综治，小到处理邻里之争，引导叛逆少
年，天心区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上探索出了“天心路
径”。特别是近年来，天心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

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以五个
“＋”，打出“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系列组合拳。

引领“网格+”。将全区划分为 418 个子网格，
建立区、街道、社区（村）、网格四级上下联动机制。
推动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综合治理、公共服务等四
网合一，梳理党建、综治、城管、物业等 222 项入网
事项，将各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深度融合。

融合“服务+”。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
推进多层次“一站式”服务工作。近年来，取消了

“土地被征用证明”、“收养人情况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等奇葩证明、重复证明材料 153项，全面检查
梳理全区 26 个部门共 110 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

探索“课题+”。地方高校作为智力和人才的重
要聚集地，拥有人才密集、知识密集、学科门类齐
全、技术优势突出、创新能力较强等特点，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天心区问计于高校，用具有前
瞻性的思想、政策、技术全方位探索“政治、法治、德
治、自治、智治”，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为试点工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推
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程。

强化“协会+”。坚持以“推进平安建设，创新社
会治理，护航平安天心”为理念，充分发挥天心区平
安创建志愿者协会治安巡防员、情报信息员、纠纷
调解员、安全检查员、平安宣传员“五大员”作用，继
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协会成为
平安天心创建工作的暖心名片。

探索“AI+”。坚持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
创新，进一步完善末端感知系统，强化中枢处置系
统，健全信息反馈系统，打造出成体系的智慧安防
AI体系，逐步强化了对基层运行的感知、异常情形
的及时预警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今年该区就
建设了1076个应急广播点位，覆盖全区14个街道、
102个社区（村、合作社）、734个小区，按照“平时服
务，战时应急，平战结合”的原则为广大居民服务。

【五个“＋”】打出基层社会治理“组合拳”

“选择在天心区投资兴业，我看中的是这里
平安和谐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国
内城市“逛”了一大圈，来自广东的投资商林先生
最终选择落户天心区中信新城。林先生的投资
感言可谓是该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生动诠释。

还有每年举行的多场“保护企业权益 优化营
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区委政法委、法院、检察
院、公安、司法、优化办等部门负责人针对企业提
出的问题，结合区里政策逐条解说，现场提出可
行性建议和解决方案，第一时间将各个问题责任
落实到人。今年以来，共走访 56 家企业，多渠道
倾听了企业诉求。

其实早在 2019 年，天心区就率先全省出台
“营商环境 30 条”，其中依法保护、维护企业家的
合法权益是重要内容。

为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该区成立
“最安全”创业环境专项攻坚小组，由区委政法委牵
头，联合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
局、区司法局等工作力量，出台《关于开展企业家人
身财产安全保护和“除虫护花”专项行动方案》，以

“干部形象最优、窗口服务最佳、政法保障最快、执
法行为最妥”标准，对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知识产

权、劳资双方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
具体要求。

区法院将纠正教育与审判追
责相结合，对于在商业活动中，公
司的经营及管理者的违法活动坚
决纠正及教育；对于触犯法律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区检察院创新在园区设立检

察联络室，在湖南省财宝通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等 4 家重点企业设立“流动维权岗”，主动联系企
业征求意见。区司法局依托社区(村)法律顾问，
延伸服务楼宇经济，形成法治楼宇特色文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数据也给出了
答案。2020年天心区市场主体逆势增长，截至10
月底，全区新增市场主体1.8万多户，市场主体存
量达10.8万多户，存量较去年年底增长20.55%。

不仅如此，在助推项目攻坚和矛盾化解方
面，天心区委政法委也是不遗余力，主动担当。

新开铺街道湖南机床厂棚改项目是长沙市
最大的棚改项目，该项目第一天签约662户，仅用
85 天就签约了 867 户，仅余 12 户未签约，获得一
致好评；还有近期完成签约的长沙机床厂及周边
零星地块棚改项目，24 小时，16 亩，53 户便全部
签约清零……在天心区一个个征拆项目的攻坚
过程中，政法系统都提供着坚强的法律、维稳、安
全保障等支持。

还有今年6月，天心区辖区长沙和平园艺110
千伏变电站建设，附近的青园梓枫小学学生家长
和翡丽郡小区业主担心安全问题，持续“维权”，区
委政法委及时介入，组织学生家长、小区业主相关
职能部门对话沟通，促使该事件依法妥善处理。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天心区政
法系统正是以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在“十三五”期间，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
答卷；“十四五”，天心政法系统将继续保持初心，
在更好地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上
持续发力，奔向高地，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越发实在。

【三个十】 共创天心“大平安”

【一颗心】为区域发展保驾护航

利用综治
网格中心服务
平台可精准掌
握社区动态。

天心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投
入使用后可就近
为老百姓提供法
律服务。

护路队员在铁路沿线巡防，保一方平安。

天心区民辅警、综管队员、志愿者及学校老师组成的“四个一”护学岗已成为近200所中小学及

幼儿园校门前最美的“风景线”。

祥和安宁的背
后有天心政法系统的
守护。图为杜甫江阁
的一个普通夜晚。

（本版图片均由天心区委政法委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