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以往内设机构过多、职责交叉和
实战单位机关化、行政化等突出问题，此
次改革将职能相近、性质相同的警种部门
进行归类整合，科学、合理地规范部门职
能，实现“精简、实用、高效”的工作目
标。一方面，精简机构，压缩
层级。市局层面，将原
先 34个内设机构实体
合并组建 9个部，内
设 机 构 压 缩 了
73.5% 。 县 局 层
面，将原先 26 个
内 设 机 构 实 体
合 并 组 建 与 市
局逐一对应的 9
个部，机构数量
压缩了 65.4%。派
出所层面，在城区
（关）派出所和 10人以
上的派出所建成“一中心
一队一室”架构，建设了警务

合成中心、社区警务队和矛盾纠纷调解
室，基层作战能力明显增强。同时，进一
步压缩层级，把传统的五级指挥层级压缩
为三级指挥层级，改变了过去“一级指挥
一级、一级报告一级”的传统指挥模式，并

大幅减少了领导岗位，大幅增加了
做主业人员，促使原先一批优

秀的业务骨干重新回到业
务岗位上，既减少中间环

节提升效率，改革前侦
查实战部原办理案件
审批需经 7 个环节 24
小时以上，改革后减
少至 2 个环节 15 分
钟；又直接带动了工
作 成 效 的 提 升 ，像

“3.17 广 昌 非 法 制 毒
案”“3.21 网络招嫖诈骗

案”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
都实现了快侦快办、朝发夕

破。机构实体合并之后，大幅压缩

非战斗岗位，推动综合机构人员向执法勤
务机构流动，机关执法勤务非实战警力向
一线实战单位流动。全市公安综合部门
警力减少了 36.8%；基层一线单位警力增
加了 17.6%。实战部门原有内勤、财务等
非战斗人员减少48.7%。

东乡区公安局民警帅骅对机构整合
的效果感触颇深，他说，以侦查实战部为
例，该部由原来的刑侦大队、经侦大队、禁
毒大队整合而成，整合前，刑侦大队内设 8
个中队，每个中队都有1名内勤人员，经侦
大队内设 3 个中队，每个中队也有 1 名内
勤人员，再加上禁毒大队内勤，共有内勤
12 人，整合后，整个侦查实战部只设 1 名
内勤，其余人员全部充实到办案岗位。该
部副主任彭威感同身受，他说以前所在的
中队虽有8人，但天天忙办案，双休日都在
加班，有些案子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办。
现在整个部人员整合，实力增强，案件办
得又快又多。今年 1至 5月破案率同比上
升29.6%。

交警护送小学生过马路交警护送小学生过马路 出警装备演练出警装备演练

警务改革是推动公安工作整体发展的总
抓手，考核工作是推动警务改革快速落地的有
力抓手，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抚州市公安
局充分发挥考核抓手作用，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磨合融合，达到平稳过渡、规范运行，实现改革
快速落地见效。一方面，实行考核对象全覆
盖。建立健全了精细化考核机制，对每一个单
位、每一位民警均进行考核，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允许置身事外，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另一方面，推动考核调度常态化。为改变
了以往年终定终身的考核形式，坚持每月召开
一次全市公安机关考核工作调度会，对市局每
个单位和 12个县（分）局进行考核排名和通报
点评，对连续排名末位的进行约谈，倒逼各地、
各部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促使
各被考单位在平时工作上下功夫，形成了你追

我赶、创先争优的氛围，加快警务改革快速推
进。同时，为改变以往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
好与干坏一个样等现象，对考核结果与立功受
奖、评先评优、提拔重用“三挂钩”，每个季度的
立功受奖、嘉奖指标全部按照考核排名确定，打
破以往撒胡椒面、轮流坐庄等方式，全面激发队
伍生机和活力。黎川县公安局综合管理部主任
包水平表示“现在的绩效考核很有针对性，既客
观评估了我们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更明确指出
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指向精准，作用明
显”。崇仁县公安局民警何斌也表示，通过考
核，我们感到更有压力了，但也更有动力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新
的起点上，抚州公安正以时不我待，抢抓机遇、
真抓实干、蹄疾步稳的新姿态，撸起袖子加油
干，昂首阔步行进在改革的征途上！

科技给公安插上飞翔翅膀
——改革让抚州公安迎来了信息化发展黄金期

针对以往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的信息系
统烟囱林立，信息资源分散、共享不够、量
少质弱等问题，抚州市公安局充分运用大
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助推警务改革。一
方面，再造 9 个部警务业务流程，把原先独
立的各警种信息、资源、技术、装备、平台等
全部统一起来，打破信息孤岛、资源壁垒，
实现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另一方面，搭建
各部工作平台，研发一批操作简便、功能强
大的 APP 应用模块，今后抚州所有警务工
作都通过工作平台进行流转，实现市县所
三级纵向贯通，倒逼抚州公安干警必须要
懂信息化，会操作、懂应用，推动民警业务

能力和素质大幅提升。同时，根据警务实
战需要，加大各类数据资源整合，对内依托
移动警务终端和智能采集设备，全面开展

“基础信息采集录入+”工作；对外争取市
委、市政府支持，将信息采集纳入综治考评
和全市绩效评估，依法主动获取和汇集社
会信息、互联网数据和视频图像信息，为大
数据运用提供源头活水。短短几个月，内
部数据整合增长了 4 亿余条，全市社区警务
工作平台基础信息采集录入位居全省第
二，移动警务终端在线率位居全省第二，应
用率位居全省第一，建立起了一个扁平化、
可视化、智能化指挥调度体系。

考核是能力和业务的试金石
——改革让抚州公安队伍焕发生机活力

6月 16日上午，在人民公安大学高级警官培训楼，来自全国 29
个省的60余名地市公安局长齐聚一堂，专门听取了抚州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长万凯对抚州警务改革经验做法的专题介绍。参训学员
一致认为，抚州市公安局“大部制”警务改革力度大、模式新、措施
实、亮点多，短期内就能凸显改革成效，释放红利，走在全国前列，经
验值得学习借鉴。

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期，抚州市公安局党委
以强有力的决心、意志和胆魄整体推进市县两级全方位、全警种、
全过程的“大部制”警务改革，破解了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的警
务资源碎片化分割、打防管控相互脱节、情报信息共享困难、警务
效能整体不高等四大瓶颈性问题，大力精简内设机构，积极推动警
力下沉，不断优化警务流程，全面提升警务效能，市县两级警种部

门分别精简了 73.5%、65.4%，基层一线实战警力增加了 17.6%。改
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实效，社会持续平安稳定，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明显增强。在省综治办、省统计局对今年一季度社会治安评估
通报中，抚州在全省排名第二，一举摘掉了落后的帽子，被评为全
省社会治安状况优秀市。改革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量，江西省
委、省委政法委和省公安厅党委充分认同并高度肯定了抚州公安
警务改革，认为抚州公安改革的方向正确、思路清晰、力度空前、效
果明显，要坚持下去，创造经验在全省推广。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影响力，浙江嘉兴市公安局、贵州铜仁市公安局、广西崇左市公
安局等兄弟单位先后十多批次纷纷慕名前来抚州学习考察，抚州
公安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公安改革浪潮中第一次勇立潮头、取得领
先。

改革扬帆正当时改革扬帆正当时改革扬帆正当时改革扬帆正当时
抚州市公安局抚州市公安局““大部制大部制””警务改革全面释放红利警务改革全面释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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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
——改革让抚州400万群众获得更多实惠

为适应新常态下违法犯罪特点变化，
抚州市公安局通过对刑侦、经侦、禁毒、技
侦、网安等警种的力量有效整合，建立了全
警参战、节奏更快、效率更高、竞争更强、合
成更广的破案协作机制，把各专业技术手
段全部整合在一个功能区，做强新形势下
侦查实战专业队伍。如，侦查实战部把刑
侦、网侦、技侦、经侦等多种研判手段全部
整合到刑事情报研判中心，又如，治安防控
部把分散的信息、技术、手段和平台等 25
项资源整合到研判调度中心，专业技术人
员集中常驻办公。通过改革，实现警力更
加集约、分工更加明确、工作更加专业、反
应更加迅速，整体打击效能得到了全面整
合和强化，全警侦查破案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攻坚克难能力得到了全面提高，破案总
量和破案率呈井喷式上升。今年1至5月，
全市破刑事案件数同比上升20.5%，抓获犯
罪嫌疑人同比上升18.8%，逮捕数同比上升
47%；在街面防控上，全市 110接有效报警
同比下降23.6%，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6.8%；
治安警情同比下降38.7%；“两抢一盗”警情
同比下降20.8%，全市街面可防性案件同比
下降 26%。同时，在全局推行“一人多岗、
一警多能”，打破原有一人一岗、一人一责
限制，根据工作需要授予民警多重岗位身

份，履行多种职责任务，全方位培养复合型
人才。原公安网侦、经侦、刑侦、禁毒等部
门警力限定侦办专门案件，横向不交叉，造
成忙闲不均、警力浪费，现将相关警种整合
为侦查实战部，警力编入打击专业队，赋予
刑侦、经侦、禁毒等多重身份，同时侦办刑
事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网络犯罪等
多种犯罪案件，定职定岗定责，一专多能、
一警多用，警力资源和警务效率得到最大
限度发挥。

抚州市公安局侦查实战部民警王昆在
刚刚侦办完一起代号为“9.21”的部督重大
贩毒案件后表示，以往办理类似的案件需
要网络、治安、视频等多警种、多部门配合，
要办理很多的协作手续，时间长、层级多、
效率低，办案难度很大。这次案件侦办，我
根据需要随时申报审批，就可以及时获得
有关警种等职能权限，在规范办案的前提
下，侦办效率大大提升了，我们办案也更轻
松了。据悉，该案共抓获贩毒团伙 13 人，
缴获冰毒 6.5kg，麻果 5000余粒，缴获并冻
结毒资 10 余万元，查缴贩毒车辆 3 辆，同
时，斩断了一条由外省通往我省的地下贩
毒通道。金溪县公安局侦查实战部民警谢
青柏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我们部里有
四个案件侦办队，每个队里都有刑侦、经

侦、网安、禁毒的民警，每个民警都有多重
身份，现在既能办刑事犯罪的案件，也能办
经济犯罪、网络犯罪、毒品犯罪的案件，避
免了案件归属推诿问题的发生，真正实现
了警力无增长改善，办案效率大幅提升。

“现在抚州的治安比以前好多了，街
面上到处都能看到警察，夜间、凌晨也能
看到警车巡逻，生活在这个城市，我感到
很安全。”在抚州街头随机采访时，市民异
口同声。

自警务改革以来，抚州市公安局创新
巡防机制改革，率先启动城区立体化、常态
化、网格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动巡逻防
控与接处警工作相分离，整合警力，下沉一
线，新购置警用巡逻车100余辆，构建了由
600余名巡逻警力、130个巡逻重点部位、6
５条重点巡逻路线组成的巡逻防控体系，
专注街面巡逻防控工作，实现“点、线、面”
多层布警，做到时间上、空间上全覆盖。同
时，借助新兴大数据、物联网、GPS等信息
化前沿技术，推动治安防控由原先人海战

术向科技巡防转变，构筑起全市治安“大巡
防”体系，“数据导巡”“图侦导巡”和“警情
导巡”得到了充分显现，市主城区街面见警
率、管事率和抓获率大幅提升，全市呈现出

“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
良好态势。１至５月，全市可防性案件同
比下降24.4%，使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警
务机制改革带来的“获得感”。

“现在到公安局办事真舒心，办个护照
又快又方便，手续简便了，还有网上预约等
服务，这才一星期，就拿到证了，真是省时
省力省心。另外户政、治安、消防等以前要
转很多部门才能办理的业务现在能一站式
办好。”拿到护照即将赴美探亲的陈先生一
边在民警服务评价短信上打分肯定，一边
对窗口民警不停夸奖。

针对服务资源分散、服务时间固化、服
务形式单一等问题，抚州市公安局推行便
民服务改革，按照“便民快捷、智能高效、服
务一流、群众满意”要求，科学整合原出入
境、户政、治安、禁毒、网安、水上等业务警
种窗口受理业务，成立行政服务部，实现
证照“一站式办理、一地式办结、一个窗口
受理”所有业务。全市业务数据全部通过
网上流转和纸质邮寄，让数据多跑腿，群
众少跑路，彻底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同时，大力推进民警短信评议机
制，群众在公安机关办事、报案后，公安机
关都会以短信形式征询群众评价，并随时
回访，此举不仅促进公安民警办案办事作
风转变、务实高效，更赢得了群众的一片
点赞。

四梁八柱改革框架基本确定
——改革让抚州公安实现效能最大化

临时合成向常态合成转变
——改革让公安发挥出1+1>2合力作用

文文：：洪向峰洪向峰 游大鹏游大鹏 潘峰潘峰
图图：：由抚州市公安局综合管理部提供由抚州市公安局综合管理部提供

专 题 JIANGXI DAILY A3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