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
高社区安全防范能力，力促群众安全
满意，自2011年开始，潍城分局针对辖
区老旧居民小区多、各类侵财型案件
多发的实际，在全区范围内推行平安
社区创建“六个起来”工程，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今年以来，潍城分局又
根据市局党委提出的社区“六进”、打
造精品社区警务等工作部署，在原有
工作基础上抓巩固、抓完善、抓创新，
努力实现“六个起来”的突破提升，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领导重视、政策支持，提供有力组
织保障

为保障“六个起来”平安社区创建
活动顺利推进，分局积极争取党委政
府支持，成立了由区委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各部门、街道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的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建立了政府
投入、社会赞助、市场融资、居民捐助
四位一体的平安创建经费保障机制；
制定并落实与街道、村居绩效考核挂
钩的考核机制，并由区政法委牵头，公
安机关主导，定期对各街道进行考核
通报，充分调动起了各方的工作积极
性。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与区
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指导、帮助街
道、村居全方位落实“六个起来”安全
防范措施，确保了工作的顺利推进。

各方借力、盘活全局，营造良好工
作氛围

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举措，都需
要有人去干、有人去落实。社区民警是
指导帮助、组织协调各街道、社区、村
居开展“六个起来”工作的中坚力量，
为确保社区民警扎根基层、深入社区，
今年以来，潍城分局通过打造“六有”
社区民警活动，有效解决了社区民警
在社区工作中的众多体制、机制上的
障碍，确保了社区民警在以“六个起
来”为主要内容的平安社区建设工作
中，能够放开手脚、有所作为。一是“有
职”，就是给予社区民警相应的职务，
增选社区民警担任居委会副职，既增
强了社区民警在社区中的归属感，也
提升了群众对社区民警的认同度。二
是“有权”，就是赋予社区民警相应的
权力，明确由社区民警分管社区综治
工作，方便社区民警最大限度地协调、
调动社区所有治安资源。三是“有责”，
就是强化社区民警的责任，除原有五
项工作职责外，同时负责巩固深化“六
个起来”，抓好社区“六进”等重点工
作，确保每周至少有三天时间在社区

工作。四是“有兵”，就是为社区民警配
备充足的人员，每个社区配备一名协
警、一名综治员、3—5名志愿者，由社
区民警组织指导开展社区警务工作，
避免了社区民警一人在社区单打独斗
的局面。五是“有招”，就是开展社区警
务工作要有办法、有亮点，结合市局党
委工作部署，以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
管理、社区矛盾纠纷调解、法制教育宣
传、社区治安防范等工作作为重点，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六是“有劲”，就是提
高民警工作积极性，确保民警有干劲。
在考核制度的制定实施上，既体现

“责、权、利”的统一，更注重在政策上
向社区民警有所倾斜，让社区民警在
工作中充满自我认同感，实现自我价
值体现。今年5月6日，潍城区打造“六
有”社区民警推进社区综治警务一体
化活动启动仪式在城关街道颐园社区
举行，目前此项工作正在全面推广落
实中。

多措并举、务求实效，推动工作全
面发展

一是封起来，即实行社区封闭式
管理。主要实行了“三个封闭”：①对
新建居民小区和有条件的老旧城市
小区，实行大封闭式管理；②对不具
备全封闭条件的居民小区，实行半封
闭或单楼封闭；③在居民楼安装单元
防盗门和防爬管，实行单元封闭。截
至目前，全区共有147个小区实行了
大封闭管理，安装单元防盗门11200

余套，152个居民小区安装了智能化
车辆出入识别系统。今年以来，全区
居民小区入室盗窃发案同比下降
30 . 8%。二是亮起来，即安装亮化设
施。主要是抓了“三个必亮”：①小区
街道必亮，居民小区内的主要街道全
部安装路灯；②偏僻部位必亮，居民
小区内的偏僻部位及易发案部位全
部实行路灯亮化，没有条件安装路灯
的，采取拉临时照明灯的方式进行亮
化；③单元楼道必亮，在所有居民楼
楼道中安装照明设备。目前，全区共
有163个居民小区实现了路灯亮化。
三是控起来，即安装视频设施。重点
抓了“三个提升”：①增加监控探头安
装数量，提高对重点部位和治安复杂
场所监控探头的覆盖率；②提升监控
探头安装质量，要求统一安装或更换
具备高清红外功能的探头，实现全方
位全时段监控；③提升数字化巡防能
力。在居民小区建立监控平台，实行
24小时专人值守。截至目前，全区共

有127个居民小区实现了监控探头全
覆盖，共安装监控探头4100余个，其
中具备高清红外功能的探头1120余
个，并有专人24小时值守。四是巡起
来，即健全巡逻队伍。主要是织密了

“三张巡控网”：①公安机关的巡逻力
量。分局组织了特巡警大队、派出所
巡控警力及分局机关单位民警等三
部分巡控力量，按照点线面结合的方
式织密了街面巡控网，每天在城区街
面上都有21部警车、42名警力开展巡
逻；②街道专职巡逻大队。各街道都
成立了专职巡逻大队，在派出所的指
导下，由社区民警带领或指导巡防队
伍对各自片区有重点地开展巡逻工
作；③村居和单位内部巡逻队伍。按
照各负其责的原则，由社区民警指导
他们对自己的村居和单位做好看家
护院工作。目前，全区共组建街道专
职巡逻大队10支，村居、单位专职或
义务巡逻队379支，共有巡逻人员1200

余人。今年以来，通过专兼职巡逻队
伍破获各类案件87起，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113人，“两抢”案件发案同比下
降28 . 95%，拎包扒窃案件同比下降
20 . 3%。五是管起来，即落实社区管理
措施。突出抓了“三个管住”：①管住
出租房屋。在全区探索推行了出租房
屋社区居委会代租制，截至目前，全
区共有46个社区推行了出租房屋居
委会代租制，掌控出租房屋源头信息
1 . 7万余处，获取流动人口信息3 . 8万
余条。②管住社区服务。全区共有119

个居民小区实现了专门物业公司入
驻，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专业化的安
保、清洁等社会服务工作。③管住特
殊群体。把上访老户、刑释解教人员、
精神病人、老弱病残等群体纳入警方
和社区管理视线，管控好，服务好。六
是包起来，即建立包靠责任制。实行

“三级包靠”：①区政法系统领导包靠
街道，会同街道对平安社区创建工作
进行分析研究；②政法干警包靠村居，
安排161名干警对161个重点村居实行

“一对一”包靠，要求包靠民警当好法
制宣传员、信访代理员、纠纷调解员、
综治督导员、维稳联络员“五大员”；③
街居综治干部包靠重点户，对全区
127处重点户落实了专人管控措施。
今年以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包靠
走访活动，共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672

件，调解纠纷937件，获取情报信息721

条，预防避免重大群体性事件3起。
潍公宣

潍城分局巩固深化“六个起来”工程
推动平安社区创建

“小伙子，你看我这居住证怎么办
呀？”在潍城区城关街道颐园社区“侯
鸟家园”内，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候
鸟”老人刘大爷正在向社区民警询问
着。在社区民警郝洪彦的帮助下，刘大
爷不到3分钟便填好了流动人口信息
采集表。

“大爷，您拿上这张联络卡，上面
有我们的电话，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
来问。”刘大爷临走前，郝洪彦微笑着
递上警民联系卡片。接过卡片，刘大爷
高兴地直点头。

端午节日，阴雨连绵，颐园社区却
十分热闹。“我的身高是152厘米，体重
45公斤，是健康的……”颐园社区“候
鸟家园”活动室里，挤满了检查身体的
孩子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边检
查身体一边交流着，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医务人员正在为辖区120多名流动
家庭的“小候鸟”们开展全面细致的免
费体检。检查项目包括心率、身高、体
重、口腔等，还给小朋友们讲授了一些
健康卫生常识。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
的交往适应障碍、娱乐限制、社会环境
适应困难等心理问题，中医院王医生
以生活中熟悉的社交场景为例，进行
生动而精彩的讲解，帮助“小候鸟”们
克服心理障碍，使他们更加健康快乐
地成长。

“像这样给外来人员免费体检的
活动，候鸟家园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一次。”颐园社区
书记陈学义介绍说。

为加强对社区内流动人口的服务
管理，今年年初，潍城城关街道颐园社
区由公安牵头，针对社区流动人口多、
出租屋多、人员结构复杂的实际状况，
整合劳动、司法、教育等部门资源，推
出了服务流动人口的特色载体———

“候鸟家园”，对外来人口在计划生育、
子女就学、劳动保障等方面，实行“同
城待遇”，实现由控制管理向服务管理
的转变，让他们时刻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和家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港湾。

“候鸟家园”以“流动的是人口，不
变的是服务”为主题，以“市民化待遇，
亲情化关怀，网格化管理，个性化服
务”为宗旨，按照“公平对待，服务至
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服务方针，
通过“生活港”、“关爱港”、“星星港”、

“解忧港”4大服务板块，按类别为外来
流动人口提供针对性服务，使这些“候
鸟”离乡不离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
会，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环境，
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社区居委会二楼专门设立了“候
鸟家园”活动室，通过社区便民服务站、

“志愿者服务队”、12343民生服务站等

特色服务载体，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
化、均等化服务，形成了配套齐全的“生
活港”；社区通过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三关爱、三服务”活动，为流动人口
在子女上学、劳动就业、生活保障、租房
居住等方面提供服务。在计生方面，社
区免费提供避孕药具，组织已婚育龄
流动人口参加免费妇检、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及产后、术后回访工作，使“关爱
港”里充满家的温暖。除健康体检之外，
颐园社区还组织“小候鸟”们在暑假期
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关爱‘小候鸟’幸福
成长旅程”暑期夏令营活动。“大手牵小
手家庭教育”、DIY手工制作、“认养绿
地、爱我家园”、“再见了，白色垃圾”迎
创城集体劳动等等，使“候鸟家庭”在活
动中切实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和温暖，
感受到参与的成果和成长的喜悦，使

“小候鸟”们在参与学习中感受生活，提
升能力，不断成长。

“候鸟爱园”自实施以来服务辖区
流动人口上千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
的用心关爱、用情服务，不断增强了流
动人口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
与率，不断拉近他们和社区之间的距
离，使流动人口更加积极主动的接受
社区的服务和管理，逐渐融入社区大
家庭。

徐兆存

潍潍城城公公安安分分局局

加加强强电电动动车车

编编号号管管理理工工作作

为规范电动车管理，防范
打击电动车被盗违法犯罪行
为，自今年3月，潍城公安分局
在全区范围内推广电动车编号
管理工作，对辖区内的电动车
统一编号、免费砸印，并建立电
子档案统一管理。活动中，潍城
分局在前期宣传发动、调查摸
底的基础上，对电动车车主信
息、车辆信息及图像信息(车辆
的外观图像、钢印图像)采集录
入到潍城公安分局信息作战平

台，并对已采集信息的电动车
免费砸印。分局通过潍城公安
分局信息作战平台可以实现电
动车信息的采集、维护和更新，
也方便各警种单位实战中对电
动车信息的查询和比对，为打
击电动车被盗案件提供信息支
撑。截至目前，潍城分局已为辖
区10100余辆电动车采集信息并
砸印，潍城分局开展的该项活
动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臧伟

潍潍城城公公安安分分局局

科科技技手手段段进进社社区区

深深化化社社区区““六六进进““工工作作

为深入推进社区“六进”工
作，夯实社区警务，提高警务工
作的透明度，积极宣传法律常
识，增强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
和能力，4月中旬以来，潍城公
安分局从社区需求出发，主动
联系潍坊众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在社区免费安装LCD多媒体
终端设备。借助LCD多媒体终
端设备，民警可以及时将近期
社会治安状况、安全防范措施

和注意事项通报给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多媒
体设备学到相关法律法规知
识，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做到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通过开展此项活动，进一
步透明社区警务，增进警民沟
通，加强社区监督。目前，潍城
辖区已安装社区LCD设备2 7

套，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张来喜

让“候鸟”乐享温馨服务
——— 潍城分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纪实

为进一步提升分局民警的
素质能力，自5月27日开始，潍
城分局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
办基层民警思维创新轮训班，
全局400余名民警将分批接受
为期7天的高端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警察公共关系、警务机制
改革、法律法规、执法规范化等
方面，整个轮训约持续半年时
间。目前，第一期培训班已圆满
结束。

侯杰

潍城分局举办思维创新轮训班

家中发生火灾怎么办？
火灾发生后，心中不要慌，

保持头脑冷静。
1、打119报警，向周围邻居

大声呼救求助。
2、切断家中电源；
3、在保障自身安全条件下，

利用附近现有条件来灭火，疏散
物品，切勿贪恋财物；

4、远离火灾现场时，可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低身弯腰，向着
火点相反方向撤到安全地区。

如：高层建筑火灾，安全通道被
火封堵时，可将上半身探出窗
外，呼吸新鲜空气，等待救援，切
不可跳楼。

在公共场合如何防盗？
不要在公共场合翻弄钱款。

票夹放在内侧袋，将包放在身体
前；入超市，包袋勿放在车篮内；
就餐时，椅背勿挂贵重物；娱乐
时，贵重物品勿远离；更不要随意
委托他人代看所携物品，不要吸
食陌生人的香烟，食品和饮料。

为充分调动广大民警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凝聚全
体民警智慧推动分局业务工作
和队伍建设的科学创新发展，近
日，潍城分局在全局范围内组织
开展工作创新奖争创活动。

分局制定下发了《潍城公安
分局工作创新奖励办法》，设立
工作创新奖，授予在维护稳定、
打击犯罪、巡逻防范、社会管理、
服务群众、队伍建设、警民和谐
等诸方面创新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科技创
新、警务机制创新、社区警务创
新、执法规范化创新以及队伍管
理创新等方面的金点子、好机

制、好做法、好措施。该制度规
定，工作创新奖每年评审一次，
对于荣获工作创新奖的项目，经
分局党委会研究后，适时在全局
范围内进行推广，由分局邀请更
高端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并进一
步申报由上级公安机关或党委
政府组织的各类工作创新评选
或科技强警评选等活动。

此项制度推出后，有效激发
了广大民警勤于动脑、勇于创新
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全局范围内
形成了“解放思想出新招、开拓
创新比贡献”的争先创优工作氛
围。

徐兆存

警方温馨小贴士

潍城公安分局推行工作创新奖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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