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三

编辑：康婷 盛赞 电话：82512272

Email:jhgazk@163.com

基层警务

10

ZHEZHONG NEWS

“跑”出群众幸福感
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局深化“三服务”侧记
通讯员 冯丽敏
“今天我过来办理护照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正准
备走的窗口工作人员又返回来帮我耐心细致地办理。”6
月 14 日，家住义乌市后宅街道的曹先生在义乌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分局窗口办完护照办理手续后连声称赞。
在出入境管理分局窗口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几乎
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点赞”。近年来，出入境管理分局
全面深化“三服务”，实实在在解决一批企业、群众、基层
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让企业和群众的满意指数和幸福曲
线不断上扬。

请到拿到护照要 7 个工作日。但在各级公安机关的接力
下，
上交材料后第 2 天，
李先生就直接前往浙江省公安厅出
入境接待大厅取证，
并于当晚从杭州出发前往迪拜。
笔者在出入境接待大厅了解到，像李先生这样享受
到贴身服务的市民不在少数。无论是自助填表机前，还
是在办事大厅里，整个办理过程中都会有引导员、志愿者
全程陪同，
主动帮助办事群众，
不让群众
“往返跑”
。
与此同时，出入境接待大厅还开通了预约服务、延时
服务，实行周六轮值制度，将节假日的便民服务常态化、
制度化。据统计，今年以来，出入境接待大厅为群众提供
预约、延时服务多达 1500 多证次。

急办事群众所急 拒绝“往返跑”

想外国友人所想 实现“跑一次”

前不久，工作人员在出入境接待大厅发现市民李先
生茫然不知所措，便立刻上前询问。经过了解得知，李先
生的奶奶身患重病正在迪拜接受治疗，李先生因没办理
护照，无法第一时间赶去照料。出入境管理分局民警朱
武胜立即向领导汇报并帮他申请
“急事急办”
。
“因为申请急事急办，需要李先生提供其奶奶的住院
材料，
但他当天并没有准备。所以，
我就先帮他提出申请，
再让他准备材料。”朱武胜说，原本按照正常的流程，从申

作为一座国际化商贸城市，义乌市公安局专门针对
在义外商推出了外籍商友卡。
6 月 14 日下午，来自约旦的 Awah 为妻子 Sheila 办
理商友卡。
“我来义乌近 10 年了，是第一批申请商友卡的
人。商友卡上的二维码存储着护照号、国籍等信息，实时
实现资料更新。有了商友卡，出门不用带护照，还能享受
乘坐公交、租赁公共自行车、图书馆借阅图书等公共服
务，
十分方便。
”
Awah 高兴地对笔者说。

民警进村
话防范
武义县公安局茭
道派出所积极开展
“五进”宣传活动，组
织民警深入辖区进行
防 范 通 讯（网 络）诈
骗、防盗抢等安全宣
传，进一步提高辖区
群众的安全防范意
识，有效遏制各类案
件的发生。图为 6 月
24 日民警在辖区向群
众传授防范诈骗技能
知识。
徐文荣 摄

据悉，截至今年 5 月，义乌已经发放外籍商友卡 3.2
万张。今年，义乌又推出了电子外籍商友卡，截至 5 月已
发放 6.8 万张。

满足涉外企业之需 无须“重复跑”
在为群众、外籍人士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出入境管
理分局持续深化入企服务，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一些企业因为业务需要，企业工作人员一年内要多
次往返香港，但按照原来的申请标准，绝大多数在义企业
仅能申请赴香港 3 个月多次的商务签注，如 1 年需多次出
入境，就必须到出入境接待大厅再次办理，企业工作人员
必须“重复跑”。对此，市出入境管理分局结合涉外大企
业、大项目经营实际，最大限度压减企业时间成本，简化
手续、放宽 1 年多次商务签注的申请条件，提供出行便利。
据介绍，金华市出台了《2017 年度金华市工业经济
先进单位》
《2018 年度金华市商务工作先进企业》两份名
单，名单中的企业可以办理赴香港商务签注 1 年多次业
务，只需跑一次办理签注，1 年内就可多次出入境。为了
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优惠，义乌出台了《2018 年度义乌
市工业企业 50 强》
《2018 年度义乌市综合纳税先进企业
20 强》两份名单，
其中的企业也可以办理该业务。

■新闻速读
江南公安分局政治处播报：今年以来，该局围绕
“三服务”工作部署，强化警企沟通，深入开展企业大
走访、
大排查，了解企业发展所需，做好服务指导，挖
掘可侦线索，重拳打击涉企犯罪，不断提升营商环
境，全力护航开发区经济发展。今年已立经济案件
16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2 人。
浦江县公安局政治处播报：今年以来，该局按照
上级“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要求，不断创新便民服
务举措，减时间、减流程、减材料，以优化流程提速
跑、下放权限就近跑、线上服务减少跑、上门服务我
来跑“四跑”并重优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改革再
加速。
磐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播报：5 月 24 日以来，该
局全力推进“珍爱生命、远离车祸”道路交通安全大
会战，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清剿交通风险隐患，着力
压降交通事故，取得初步成效。较大会战工作开展
前，现全县日均交通事故警情下降 21.7%、受伤人数
下降 33.3%。

（上接 9 版）

金华公安描绘和谐大美
“枫”景
发案后的 3 小时是破案黄金时间，速破机制不但让
民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群众参与民警破案，更能让民警
感受到当事人的急迫，并让当事人感受到重视，理解警方
工作，扎深共建共享共治平安的根。
多维感知、路地融合、外管“六方协作”
“ 无案村”创
建、阳光坐席……一大批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勾勒出一
番社会治理的和美景象，绘制出一张金华公安新时代的
和谐画卷。
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是公安部、省公安厅部
署的一项重点工作。金华市公安局坚持红色领航，全
面实行“双培养”制度，
“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首先必须
是“红色示范所队”。通过选好红色节点，建好红色阵
地，搞好红色活动，创好红色品牌，把红色“底色”做实、
做强。开展“十所示范、百所提升”工程，在全市范围重
点培育 10 个“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推动所有派出所对
标看齐、赶超提升。全市 114 个派出所“一所一品”，结
合辖区人情民情社情，因地制宜、个性化发展，打造不
同样板。
金华市公安局学习枫桥派出所的“一二三四五六”警
务模式先进经验，
“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大力开展替
党“送关怀”
“送温暖”
“小帮扶”
“小服务”活动，积极引导
鼓励基层派出所创新思路，推出更多实用的、管用的便民
小举措，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金华市公安局坚持因地制宜，区分城市、农村
派出所的不同特点，
提倡一所一品，
杜绝千所一面。积极
推进全局“十所示范、百所提升”工程，在全市范围内筛选
10 个省级、20 个市级重点培育派出所，发挥优势、创出特
色，打造品牌、树立样板，形成“十所示范”的品牌效应，推
动 114 个派出所对标看齐、赶超提升，形成“百所提升”的
良好局面。

严管厚爱，营造创建良好氛围
4 月 11 日，永康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大队长来到
西城派出所为遭受不实投诉的民警正名，并送达“公安督
察正名通知书”
。
4 月 8 日，一个微博账号发布了数条微博，内容称“面
向社会招工 18 到 28 岁女性”
，
文字下方配有一张手机拍摄
的民警公开栏照片，一把手枪和手榴弹的照片，一张招聘
女服务员的招聘启事及另外 5 张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照
片。其中 3 条微博都带有同一位民警的证件照，
有意将民
警与网络诈骗团伙、滥用枪支、开办娱乐性场所等联系在
一起。
经证实，照片上的民警确为西城派出所民警。此 5
条微博虽未造成大量转发评论，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
良影响，为查证事实真相，永康市公安局督察大队、治安
大队迅速介入调查。
微博发布者为在永康务工的 44 岁贵州男子张某。
张某 3 年前轻信网上“重金求子”信息，被人骗走 9000
元。西城派出所民警接到张某报案后，第一时间前往汇
款银行调查，但因其报案时离发案已过去 42 天，汇款早
已被取走，且对方的银行账号不是本人的，能查到的线索
少之又少，案件一直没有进展。未能拿回被骗金钱的张
某将怨恨发泄到办案民警身上。今年 3 月 20 日，张某凭
空捏造了数条不实内容发到微博上。
调查民警查明事实，西城派出所民警与微博发布内
容无关，也从未滥用枪支，未有开办或入股娱乐性、经营
性场所的情况。
拿着正名通知书，蒙受冤屈的民警感激地说：
“ 今后
我们基层民警执法有底气了。”

设立维权办、建立心理干预机制、由公职律师提供
法律援助……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协调媒体及时曝光
各类阻碍执行职务、妨害公务和暴力袭警案件，旗帜鲜
明地支持民警依法履职。
“ 民警是守护平安的人，守护平
安的人也应该拥有平安；民警是捍卫法治的人，捍卫法
治的人也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金华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市纪委监委驻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刘梦寒说。
《金华市公安机关“快乐工作”二十项措施》
《金华市
公安机关从优待警五十条措施》……近年来，一系列关心
关爱民警举措出台。
加强派出所公用房、车辆器材装备保障，确保派出
所工作、生活、办事、办案秩序井然；积极推进派出所特
色警营文化建设，融洽同事关系，温馨工作环境；落实
民警享受乡镇工作补贴、立功受奖向基层倾斜、
“ 八小
保障工程”建设等惠警暖警举措；从制度入手，减轻派出
所负担，改进督导检查制度，建立健全派出所评议机关
制度，实现双向考核，减少机关对基层派出所的正常工
作干扰；借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基层到机关办事
“最多跑一次”，全力助推基层创建活动，切实舒缓基层
民警身心压力……一系列惠警暖警措施推出。
从优待警是公安机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保持公
安队伍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所在。金华市公安局始终把从优
待警作为凝聚警心、
激发斗志、
鼓舞士气的重要工程来抓。
同时，金华市公安局坚持将“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
融入依法从严治警全过程，推出《金华市公安局机关加强
内部管理二十条规定（试行）》，把查摆问题和建章立制有
机结合，找到队伍易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全面从严治警，
筑牢思想防线，积极创新队伍建设和精细化管理模式，以
日常的“从严”实现真正的“从优”，公安机关上下处处呈
现依法从严治警的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