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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省公安厅副厅长、副市
长、公安局局长常和平在全市公安工
作会议上提出，要全力推动常州现代
警务提质增效和转型出关，重点实施
联动共治、基础工作、专业化打击、治
安要素管控、服务效能、情报主导警
务、科技强警、机关实战化、社会动
员、能力作风“十大攻坚提升行动”。

“十大攻坚提升行动”的核心，就是
“啃掉””现代警务探索过程中遇到的
“硬骨头”，实现警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处发展先行区，常州公安工作进入到
了一个高平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常州公安提出，要想
塑造常州公安未来，必须坚持系统思
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围
绕提升整体警务效能和核心战斗力、
推进公安工作转型出关奋斗目标，深

入实施“五个现代”警务发展战略，推
进警务工作由高数量向高质量转变，
力争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实现警务机
制转型升级、警务效能全面提升。

这是一场自我革命，也是一场警
务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围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常州公安推动完善
现代治理机制，着力提升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的能力；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新追
求，常州公安完善现代警务机制，着力
提升警务效能和核心战斗力；围绕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常州公安
升级完善现代防控体系，着力提升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常州公安探索完

善现代警方公共关系，着力提升服务发
展、服务群众的水平；围绕伟大工程建设
的新战略，常州公安全力打造现代职业警
队，着力提升全面从严治警和队伍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实践证明，常州
公安对现代警务的探索与实践，踩准了新
时代公安工作“鼓点”，符合通过资源配置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警务发展规律。

常州公安提出现代警务战略的发展
愿景是：实现主动警务，警务工作由被动
应付向主动应对转变，做到“预知预警预
防”；实现合成警务，警务工作由单打独斗
向联动融合转变，做到“合成、合作、合
力”；实现智慧警务，警务工作由人工汗水
向智能智慧转变，做到“精准、精确、精

细”；实现高效警务，警务
工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
高效转变，做到“少投入、
多产出”；实现民生警务，
警务工作由单向宣传向
双向互动转变，做到“共
建、共创、共享”。

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纪念改革的最好
方式，就是以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精神，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
将改革进行到底，在改革开放上不断有新
作为、新成效。常州公安在探索构建现代
警务机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方法和经验。我们期待各地公安机关进

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理念，紧紧围绕推进公
安工作现代化这项工作，积极推动现代警
务机制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力做
好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
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常州公安掀起一场事关公安工作长远发展的深刻变革
﹃
五个现代

﹄
警务发展战略探索警务转型之路

两年多来，常州公安坚持主动
担当，促发建立多部门共同参与的
合成维稳、风险评估、矛盾联调工作
体系、责任体系，推动警情分流、行
业自治、群防群治，有效释放警力、
提高效率。实践证明，做好新形势
下公安工作，必须把公安工作置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大局中谋划，形成防控化解风
险的合力。

社会治理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关键在
机制创新。

2016 年 6 月，常州市先后遭受三

轮强降雨袭击，主城区却没有出现大
面积内涝灾害。原来，1 个月前，常州
城市应急指挥中心已对 2015 年接报
的4132起水涝警情进行深度研判，梳
理出主城区 364 个“易涝点”，并报告
市政府提前推送各地落实防范应对措
施，化解了灾情。

2015 年 10 月以来，常州依托公
安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建成全省首
家城市应急指挥中心，设置由69家联

动单位参与组成的市防汛防旱、市安全
生产事故等应急指挥部 31 个。在此基
础上成立公共安全监管中心，打通了交
通、消防、危化品、大型活动安保等信息
化监管平台，妥善应对处置了“7.9”长江
水域货船相撞、“8.3”槽罐车危化品泄
漏等突发灾害事故。

2016年6月27日，常州某快递公司
提供线索：有人非法贩卖枪支及零部
件。市公安局治安部门集中攻坚，扩线

深挖，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网络非法买卖
枪支案，得到了公安部的表扬。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如何破
解政府难管、市场又管不了的困局？
常 州 公 安 建 立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行 业 协
会，作为政府与市场间的调节器，接长
了现代社会治理的短板。受访民警们
都说，像这样由政府牵头、公安搭台、
其他部门参与的项目如今在常州可谓
遍地开花”。

从建立城市应急指挥中心和反诈
骗中心，到金融投资领域专项排查整
治；从强化物流寄递等新业态管理，
到 引 导 行 业 协 会 有 效 参 与 社 会 事 务
管理⋯⋯有专家举例评价说，常州公安
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为适应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现代治
理格局而推出的。

“常州通过公安机关主动借力，构筑
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解决
了过去维护稳定和防控风险中公安兜底、
疲于应付、治标不治本等问题，社会治理
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省公安厅副
厅长、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常和平介绍。

两年多来，常州公安坚持聚焦短
板问题，推动警务资源整合、手段融
合、效能聚合，打情报仗、主动仗、合
成仗，警务投入产出比更加合理。实
践证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必
须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坚定
不移走改革强警之路。

2017年，溧阳市局命案和八类案
件全破，刑事案件破案率37.4%，侵财
案件破案率27.6%，均列全市第一，刑
事案件、八类案件、侵财警情、涉娼涉
赌警情同比均下降。溧阳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刘新农说：“案件的快速侦
破，得益于实施‘大部门、大警种制’
改革产生的聚合作战效应。”

警力不足是困扰公安机关的一
大难题，作为江苏唯一的县级公安机
关改革试点单位，溧阳市公安局实施

“8311”改革，即：整合职能相近部门，

重组为指挥保障、政工监督、案件侦查
等 8 个部门；打造合成指挥、合成研判、
合成作战 3 个实战中心；构建 1 张天网；
做实 1 个窗口。全局内设部门缩减 30
个，释放警力全部充实基层，使派出所
警力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

推动封闭、被动、分散的传统警务

模式向主动、开放、共享的现代警务模
式转型升级，革新警务运行体系至关
重要。常州公安通过专业化打击来改
革破案模式，全面提高公安机关基层
基础、情报主导、科技强警、机关实战
等方面工作水平，提升专业化打击职
业化犯罪的能力。

2017年，武进分局逮捕侵财类犯罪嫌
疑人数同比上升149%，最多的一个月破获
侵财类案件69起。打击破案如同流水线
作业，警力没有增加，效能却倍增。武进区
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张强说，现代警务机
制的核心是“合成、合作、合力”，我们坚持
整体协作，依靠科技支撑，加快资源聚合，
让有限的警力创造更高效益。

“公安机关的主业就是打击犯罪、服
务人民，合成作战的效率越高，战斗力就
越强。现代警务机制目标就是要全面提
高警务效能和核心战斗力。”常和平说。

要实现公安改革新的更大突破，必须紧紧围绕改革的总目标，紧密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切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调查
研究和整体谋划。

2015年10月以来，常州公安加强顶层设计，着眼长远发展，科学规划并实施了“五个现代”警务发展战略，最大限度提升整体警务效能和核心战斗力，在社会治
理格局、警务运行质态、动态掌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队伍履职能力方面实现了“五大突破”，探索出了一条现代警务转型之路。

两年多来，常州公安坚持“打防管
建治”整体推进、相互支撑，加强治安
要素管控，实施网格化精准巡防，开展
重点治乱、基础信息采集等专项会战，
真正做到建为战用、打防结合、管治互
补。实践证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
作，必须树立整体防控理念，提高防控
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实效性。

以多次怀孕并生育 4 个小孩为
“庇护”，在常州累计盗窃电动车逾530
辆，长期吸毒者史某创下如此“奇迹”；
疯狂盗窃作案160余起，嫌疑人张某因
患有肺结核且处于开放期，一直无法被
依法关押⋯⋯在天宁分局雕庄派出所
民警朱勇眼里，类似这样的身患疾病、
怀孕、哺乳、未成年等特殊犯罪嫌疑人，
是影响城市治安的老大难问题。

面对难题，常州公安创新建立合成
侦查“三定”作战模式，即：对长期作案的
重点人员实施“定点清除”——精准打
击；对重点对象实施“定向经营”；对系列
串案、多发性案件实行“定期发起”。
2016年以来，打击“定点清除”重点对象
154名，通过“定向经营”破获系列案件
1003串、7494起，打掉团伙1307个。

2017 年以来，便衣巡控队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2727名，全市街面侵财
警情同比下降 38.6%。“我们坚持通过
网格化巡防、立体化布防和社会化联
防，最大限度的将巡防警力推向街
面。”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支队长曹雷
介绍。

2016 年，常州公安治安部门构建
“常态+动态”“区域整治+定点清除”

两年多来，常州公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执法办案，优
化管理服务，强化典型宣传，创新群防
群治，依托微警务平台整合社会力量
为我所用，把公安工作植根于群众之
中。实践证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
作，必须加强社会动员，积极探索群众
工作新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动辄上万人甚
至数万人的超级社区，通常仅有1名民
警的社区警务室面临维护社会治安的

巨大考验。在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三井
派出所辖区内的飞龙社区，社区民警徐
卫星用“众筹”的方法破解了这一难
题。“我算了一笔账，一个小区众筹聘请
一组保安，只需在每户业主一年的物业
费中拿出30元。”徐卫星说。

徐卫星的故事从侧面刻画了常州

公安打造警民伙伴关系的生动形象。近
年来，常州公安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网络剧：“阿汤哥说防范”系列
视频推出12部，赢得18亿点击量的“爆炸
效应”；“叶子警官”漫画说防范手绘微视
频系列20余期；《民警李建国》系列网络
短剧9部，爆红网络。令人刮目相看的是，

这些明星般的民警全都是基层一线的社
区民警、治安民警、巡逻民警。

转变理念，把强化新时期群众工作
作为助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
力，已是常州公安上下取得的共识。作
为提高社会动员能力的有益尝试，2018
年，常州公安升级完善微警务社会动员

平台“九大员”功能模块建设，升级违法
犯罪举报功能，专门开设“扫黑除恶”“扫
黄禁赌”等专项举报模块，已收到违法犯
罪线索4671条。今年上半年，仅天宁分
局根据平台举报线索，就查获聚众赌博
人员47名、收缴赌资18万元。

“我们探索现代警方公共关系的目
的是吸收民力，积极探索打造‘警民伙伴
关系’，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让更
多群众知晓、理解、支持、参与公安工
作。”常和平说。

两年多来，常州公安坚持从严治
警、从优待警两手抓，健全战时思想政
治工作机制，完善晋升考评、非领导职
务管理等机制。实践证明，做好新形
势下公安工作，必须主动适应全面从
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新要求，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现代职业警队。

今年 5 月底，常州公安机关紧扣
“解放思想大讨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主题，举办了为期 3 天的封闭式领导
干部解放思想培训班，设置解放思想
大讨论、高质量发展、科技强警、机关
实战、能力作风等5个专题，突出关键

少数，突破认知障碍，为实现常州公安
转型发展、完成全年公安工作任务掀
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和思想总动员。

在系统推进现代警务转型升级过
程中，常州公安提出建设现代职业警
队的理念，突出抓好全警实战，着力解
决机关部门与实战脱节、民警单兵作
战能力不强等问题。

从 2016 年 4 月起，常州公安按照

“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
作”的原则，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作风建
设对抗式暗访工作。截至目前，发现问
题 840 个，38 名责任民警被约谈问责。
2016年，常州在全省公安机关率先开展
驻点巡察工作，实现巡察工作全警覆盖，
既拿“手术刀”，也开“感冒药”。

为解决公安内部职责不清、忙闲不
均、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常州公安制定

《领导干部岗位职责清单》，压实领导责
任；各部门制定《部门职责清单》和《全员
岗位职责清单》，在全市公安机关强力推
进全员考核，形成“督考推”一体化工作
机制。

在定岗、明责、“督考推”的同时，常
州公安还为每名民警“私人定制”了一份
能力发展规划，出台《能力提升三年训练
规划》，努力实现“一年训练工作机制规

范化常态化，两年民警整体实战能力大
提升见实效，三年各领域专家能手全覆
盖成规模”的目标。

据统计，从 2015 年 10 月以来，常州
市公安局 117 个单位、817 名民警分别
被评为全国、全省先进集体和个人，基层
实 战 单 位 、一 线 民 警 受 奖 率 均 超 过
90%，为深化各项改革举措奠定了坚实
的队伍基础。

“现代职业警队建设的目的是提升
队伍软实力，通过加强和改进队伍管理，
进一步强化定力、增强能力、激发活力、
提高效率。”常和平说。

现代治理机制：“三个借力”破解治理困局
借政府之力搭建平台、借大众之力组建队伍、借行业之力协同共治

踩准公安工作“鼓点”推进警务机制创新

现代警务机制：“三大聚合”提高警务效能
聚合警力创出高效、聚合警种释放能量、聚合信息激活潜力

现代防控体系：“三个关系”推动防控升级
把握好“打与防”关系、“建与用”关系、“管与战”关系

现代警方公共关系：“三全之策”夯实警民关系
全警参与、全民动员、全面发力

现代职业警队：“三化建设”提升核心战力
推进正规化建设、专业化建设、职业化建设

治理新机制，对 7 个挂牌整治重点地区，
21个市级挂牌乱点、59个县级挂牌乱点

（部位）和涉黄娼赌、盗窃电动车突出治
安问题实行定向攻坚、重点治乱。2017
年，挂牌整治重点地区“五类”侵财、盗窃
电动车、娼赌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19.4%、
24.6%和19%。

“小案件用大格局、大机制，通过打
击为有效防范提供支撑，最大限度地压
降案件，减少犯罪。2017 年，我们把情
报中心分为几个专业中心，其中的合成
防范中心专门对全市治安情况开展深度
研判，并组织针对性专项行动，就像在防
控网的薄弱点位上加固一样。”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广余介绍。

2017 年，常州公安着力打造升级版
“技防城”，搭建智能技防云平台，推动技
防设备、手段、数据、应用和管理“上云”
支撑实战；新建视频监控 2790 路、智能
卡口 910 套，视频监控在侦查破案中的
贡献率达到 80%以上，城市视频监控密
度居全省前列，视频建设联网应用绩效
居全省第一。今年 5 月，常州公安提请
市政府印发实施《常州市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系统建设联网应用管理办法》，并成
立 22 家单位参与的视频监控建设联网
应用领导小组，推动视频监控统一规划、
统筹建设、共享应用。

对此，常和平说，常州公安在探索现
代警务机制建设过程中，积极加强公安
机关内部的横向协作、纵向联动，努力盘
活警务资源，构建起立体化、信息化防控
网，打击、防范、管控、建设、治理等要素
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常和平同志深入一线武装夜巡督导工作

常州公安民警对重点部位开展治安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