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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借力、嵌入、融合”社会治理新理念

把广州建成最安全稳定城市

今年以来广州刑事立案下降16.6%，破案率上升6%

□

本版撰文、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李江华 林辉

今年以来，广州公安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力开展“践行新使命、忠诚

保大庆”主题实践活动，坚持广州

公安“1+1+1走在全国前列”部署

一张蓝图干到底，全面推进“八大

攻坚战”，取得了“两个下降”（案件

类警情、刑事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13.5%、16.6%）、“两个上升”（刑事

破案数、破案率同比分别上升1%、

6%）的良好成效，有力维护了全市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广州公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及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

见》，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着力夯实“高举旗帜、听党

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突出党建

引领和政治建设，开展基层党支部建设

攻坚战，组织全局党支部副书记集中轮

训，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头雁”

“堡垒”“先锋”项目创建，促进基层党组

织战斗力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

省公安工作会议及公安局

（ 厅）

长会议

精神，提请广州市委于 7 月下旬召开了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 统一思想认识，凝

聚各方力量，奋力开创新时代广州公安

工作新局面。

深入学习

全警政治站位

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广州公安坚决抓好中央督

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纵深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共打掉涉黑团伙11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6个、涉恶团伙441

个，扫黑除恶成效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广州公安全力开展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 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专项攻坚战，

深化整治黄赌行动，推进“全民禁毒工

程”，严厉打击食药环违法犯罪，完善犯

罪财富调查工作机制，实现行动战果全

省排头兵、全国走前列。 上半年全市“两

抢”发案同比下降67.9%，创历史新低；日

均入室盗窃案比2017年、2018年分别下

降70%、43.4%；破电信诈骗案2205宗，刑

拘电信诈骗嫌疑人2309人，成功办理涉

案资金原路返还382笔， 返还资金1668

万元。

重拳打击

社会治安秩序

进一步好转

广州公安积极打造“情报、指挥、

巡逻、视频、卡口、网络”六位一体的

“立体化、信息化、全覆盖”的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 推进地上地下联勤防控一

体化运作，进一步夯实“1、3、5 分钟”防

控圈布防， 规范突发公共事件组织指

挥及力量调用， 完成区级快反处突专

职队伍组建， 实行重点时期直升机空

中巡逻机制， 圆满完成重大活动安保

维稳及应急处突工作。

广州公安加快警务移动 App 推广

应用，推行“公安网+盘查”等勤务模

式， 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在逃人员

2268 名。 积极推进智感安防区建设，创

新支撑管理、 服务实战区域防控新模

式，预测预警预防水平进一步提升。

力推防控体系建设

精准化防控水平进一步提升

广州公安开展城中村治理攻坚

战，以大源村、人民南等重点地区整治

破解区域治安难题， 涉城中村案件类

警情同比下降12.0%。持续深化“四标四

实”应用，数字广州基础应用平台已汇

聚2.57亿条城市基础数据，全市28个政

府部门已应用平台数据。 运用“借力+

嵌入+融合”社会治理新理念，进一步

压实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广州公安大力开展交通安全综合

治理攻坚战， 全市道路交通“四项指

数”全面下降。 其中，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同比下降21.9%，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14.9%。完善网络安全监测机制，加大网

络安全防范力度， 及时通报并督促相

关单位整改，保障我市网络安全运行。

共建共治共享

公共安全治理基础进一步夯实

广州公安推进南沙新警务改

革取得实质性进展，4 月 22 日在

南沙区公安分局加挂“广东南沙自

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公安局”的

牌子，搭建南沙现代警务管理体制

主体架构。组织实施人民警察两个

职务序列改革，顺利完成全局民警

的职务套改，完成组建打私支队和

广州港公安局、边防支队转制等改

革工作。

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广州公安制定了《广州市公安局关

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施

意见》，推出 20 项重点服务管理措

施。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广州

市公安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三

十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抓好民

生实事工作落实，完成市妇儿中心

周边道路等 12 个拥堵节点的双微

改造，有效缓解了局部交通拥堵及

秩序混乱状况。

同时，广州公安深化智慧新警

务建设，推进大数据技术支撑体系

建设，数据总量达到 2782 亿条。

深化公安改革

和大数据战略

现代警务效能和

公安政务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

广州公安对标“有铁一般的纪

律作风”标准，坚持挺纪在前，驰而

不息纠治“四风”，深化“五个手指

一个拳头”大监督机制建设，常态

化开展队伍分析、风险排查、谈话

提醒管理。 强化重点工作督察和

“一日清”工作机制，以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推动风险隐

患落地“清零”，确保了政令警令畅

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大力

开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攻坚

战，组织开展执法办案应知应会和

基本技能培训班10期，800多名基

层所队领导参训，执法办案水平和

执法公信力不断提升。

5月， 广州公安组队代表中国

警察参加第21届世界军警狙击锦

标赛，取得了中国代表队自参赛以

来的最好成绩。 6月25日，广州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二大队获评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是广州市唯一受表彰对象，该

大队教导员黄月玲作为受表彰集

体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

见。 接下来，广州警方将继续以开

展“八大攻坚战”为抓手，深化严打

整治专项工作，努力创造平安稳定

的社会环境，确保以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警

队伍整体素质和

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

今年以来，广州刑事立案下降，刑事破案数、破案率上升，有力维护了全市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