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717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责编责编 胡敏胡敏 图编图编 张路张路 美编美编 王彬臣王彬臣 责校责校 罗文宇罗文宇 王彬臣王彬臣 04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今年8月，重庆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据统计，智博会举办
的3天内，共吸引60万余人次前来参观，然
而，一向人多难管的会展现场，在智博会期
间却实现了刑事案件的零发案。

近日，重庆晚报记者在零发案背后的
功臣之一、讯之美物联网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讯之美）了解到，该公司将在月底试
运行“城市安全大脑”，便携终端、一键报
警，希望帮助解决社会公共安全最后一公
里难题。

抓拍人脸照片121万余张
庞大的人流量，使得大型活动场所容

易成为刑事案件发生的高危地区，案件发
生往往防不胜防、难以管控。而本次智博
会，讯之美运用视频大数据智能化应用解
决方案，同渝北区政府携手合作，解决了展
会安全的这一痛点、难点。

据讯之美相关负责人介绍，讯之美通过
利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各类人员信
息资源进行整合分析，特别是对有前科的入
域人员进行重点关注、事先布控，把监控视
频采集到的人脸进行检测、跟踪，再与后台
数据资源库进行碰撞比对、识别，一旦确认
目标对象出现，将第一时间把结果通过应用
平台和手机APP自动推送给服务对象。

弥补公共视频监控盲区
讯之美作为国家物联网基地重点引

入项目，是一家专注于提供公共安全物联
网解决方案及安防运营服务的创新型高
科技企业。自成立以来，陆续开发了公
共安全物联网平台、视频资源共享平台、
金融 110应急处置联动服务平台等 3大
平台。

据介绍，讯之美为重庆市渝北区智慧
天网项目提供服务，该项目在渝北区辖区
范围内新建高清摄像头30000个、物联网
终端7000台，建成的交互式智慧天网系统
结合渝北区现有的公共区域视频监控，弥
补了公共视频监控盲区，大大降低了安全
风险。去年，辖区内110刑事类警情同比
下降39%，扒窃、入室盗窃、两抢警情下降
70%、50%和40%，利用视频破案占全局破
案总数的80%。

将试运行“城市安全大脑”
讯之美与阿里云深度合作，构建“城市安

全大脑”，希望帮助社会解决公共安全最后一
公里的难题。目前，“城市安全大脑”即将完
成第一步建设：通过把一系列数据通过算法
融合起来，使得所有摄像头在后端装上一个
大脑，一旦当事人遇到不法侵害，使用便携的
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就可实现一键报警。

这个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可以是手表、胸
牌等各种不起眼的随身物品。而一键报警
后，后端大脑可毫秒级响应获得案发地点、报
警人等信息，后台服务系统人员通过调动周
边视频监控掌握现场环境、判断当事人情况，
再及时调动线下保安公司或将警情转发给公
安机关做出及时处理。

本月底，讯之美公共安全服务运营平
台将对外发布并上线运行，前期将在南岸、
渝北等地试点运行。

都市传媒见习记者 宋剑

南岸渝北将试运行“城市安全大脑”

南岸区长生桥镇，还带着些许城乡结
合部的味道。长生路57号江南丽景小区，
是镇上最早建立的小区之一，73岁的刘伦
学是该小区的党支部书记。

进城30多年来，她亲眼见证了镇上的
巨变，也经历了各种人生转型与考验。

小区账本人人可查
江南丽景小区共39个单元、416户、上

千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进城农民。几十
年来，他们在这儿扎根，为长生桥镇城乡融
合发展作出贡献。刘伦学便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前，这个传统老旧小区增设了
最新的智能化元素：升级安装新型车闸、配
备车辆车牌自动识别系统以及微信支付功
能。这一改变，为老居民的现代生活带去
了幸福感。在刘伦学眼里，这是“小区自
治”收获的硕果。她说，首先，居民们最大
限度的发挥了民主，例如车闸系统的升级
更新，全由小区监委会、党支部、业委会、群

众代表等各方共同决议；其次，规范整治了
小区环境，清理腾挪了一批功能用房和停
车位等；第三，经各方共同研究，临停车辆
占道清洁费为小区居民共有，让“小区自
治”有了经费来源。

为给小区增收，刘伦学还想了许多办
法。例如，把每个单元的楼梯间出租给小区
住户堆放物品，解决了聘请小区清洁工、垃
圾托运工的费用问题；对租用小区门面的商
户，每月每平方米收取0.4元的物管费。为
让居民放心，刘伦学提出，每月5日把小区
进出账记录予以公示，接受居民监督。

居民公约挂在院坝
由于物管费收不上来，小区请的两个

物管公司先后撤场。很长一段时间，居民
垃圾乱丢，小区苍蝇乱飞，晚上楼道无光。
为此，刘伦学主动站出来，将小区清洁卫生
当做自家事来打理。在她的影响下，越来
越多居民参与到行动中。

在刘伦学召集下，而今，原本废弃的院
坝角落，已成为小区召开坝坝会的固定场
地。一旁的墙壁上，高挂着显眼的“居民公
约”，其中的每一条内容，都经过了居民代
表和楼栋长一致举手表决。刘伦学带领居
民们，摸索出了最合适的小区管理办法：这
便是万事商议、收支公开、党员带头等多种

“小区自治”模式。

刘姐让居民心服口服
刘伦学入党已20多年，手臂上的“小

区长”袖章，时刻提醒她公平办事、公正待
人。自搬进江南丽景小区以来，她做了不
少令居民心服口服的事。

她告诉居民，进城后，农村老家的生活习
惯一定要改；为保障夜晚出行安全，她带头发
动自筹，统一安装了楼道路灯等。

刘伦学是居民眼里甘于奉献的刘姐，
实际上，在家人眼里，她管别人家的事比
管自家事更热情，哪怕是一家人坐在春节

团圆饭桌上，她也能因为一通电话而放下
碗筷随时响应；哪怕刚进入梦乡，只要居
民有需要，再困再冷，她也会起身去居民
家中协调……小区里发生的每件大小事，
只要反映到刘伦学这里，她准是冲在前
面，毫无怨言。这也是居民服她、尊敬她
的原因。

义工生活便是新生活
谈到新生活，刘伦学说，进城后的几十

年，她多次经历城乡融合的发展。
第一次经历城乡融合，是自己勇敢尝

试的。当年从农校毕业后，本是村里的种
地能手的她，眼看场镇搞建设，她放下了农
具，毅然到长生桥修房。此后，她跑起了货
车，专拉建材和砂石。再后来，她在场镇上
摆起了烟摊。

刘伦学感慨：“生活中的风雨，不过是人
生一场场经历罢了。人，需要不断摸索融化
矛盾的方法，才能越变越快乐、越知足。”

今年，在刘伦学的提议下，小区近60
名业主代表自发组建了一支义工队，负责
小区清洁的长期维护和监督。义工生活便
是新生活，面对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刘
伦学仍步履不停。

都市传媒记者 李琅 钱波

万事商议、收支公开、党员带头……

刘姐带领居民找到小区管理好办法

12月13日下午4点，荣昌区学院路小
学的放学铃声即将响起。大门外，几十名
家长汇聚成壮观的人流，翘首等待。一辆
警车闪着警灯停在校门外待命，两名身着
警服的民警矗立在校门两侧，不时疏散停
在校门外的违规车辆（如图）。

民警为何严阵以待？原来，今年以来，
荣昌区公安局实施城区网格化巡逻防控，
加强校园及周边巡逻，确保每一所学校、幼
儿园都有人管、有人看、有人巡、有人防，全
面落实校园周边高峰勤务、护学岗等制度，
做到儿童上学、放学等重点时段校园周边

“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
学院路小学门前的一幕，只是荣昌城

区67个必巡点之一。

民警总动员 到校当门卫
“每天下午大约3点半左右，我们就会

到校门口驻守，时长约1个半小时。”当天，
负责在学院路小学校门外值守的，是荣昌
区昌元派出所民警周良东。定时当“门
卫”，已是昌元派出所所有民警的固定工
作。每天，派出所都会派1到2名民警与1
到2名辅警一起，在学校上学、放学的人流
高峰期，固定设点进行值守。

周良东说，和主城区不同，荣昌区很多家
长会骑摩托车或电动助力车去校门口接送孩
子，如果没有民警维持秩序，很容易出现乱停
乱放、堵塞出入口的情况。上、下学高峰人流
量大，特别是有很多孩子喜欢跑来跑去，存在
安全隐患。民警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
好校门口的通行秩序和安全防范工作，避免
意外事故发生。同时，有民警当“门卫”，也可
有效震慑针对学生的恶性事件发生。

“护学岗实施以来，校门口的通行状况
有了明显好转。”荣昌区公安局校保支队副

支队长胡奇海介绍，今年以来，荣昌区公安
局制定了《网格化巡逻防控实施方案》，将城
区划分为4个网格，确定了常态化巡逻机
制，并在重大节假日及重要活动期间启动三
级巡逻防控模式。其中的重点项目，就是将
中小学纳入必巡点，并设点进行蹲点守护。

今年11月14日，荣昌区公安局再次细
化校园及周边巡逻工作方案，在城区学校
确定了15个必屯点，并对城区共67所学
校、幼儿园实施高峰时段巡逻防控。对乡
镇中小学，则由当地派出所负责高峰时段
的定点防控。

“仅城区每天就需投入80余名在编民
警。”胡奇海说，由于警力紧张，除了派出所
民警外，区公安局动员包括特警、治安、网
安、法制等所有支队及政治处等机关部门
的警员全体上阵，将责任区域细化到每一
所学校。并将其纳入相关单位和个人的绩
效考评，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和督察将随时
进行监控并抽查，一旦发现民警未在规定
时间到岗履职，将进行通报批评。

家学警结合 联动护安全
“小朋友们排好队，一个个的出来找爸爸

妈妈！”下午3点，胡晓敏站在荣昌区凯瑞幼
儿园门口，组织着“芒果班”的孩子们有条不
紊地走出校门。她并不是幼儿园的老师或工
作人员，而是班里小朋友果果（化名）的妈
妈。在她的手臂上，佩戴着“家长爱心护卫
队”红袖章，几个月前成立的这支护卫队，已
成为帮助老师管理孩子上、下学的中坚力量。

“让家长来参与管理，他们彼此之间更
能相互理解和支持。”凯瑞幼儿园园长卢丹
介绍，幼儿园共有400多名孩子，上学放学
高峰期，虽然幼儿园采取了分班、分批依次
放学的方式，但由于路口狭窄、家长人数较
多，特别是部分孩子由爷爷、奶奶接送，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于是，在荣昌区公安
局指导和培训下，幼儿园组织了37名家长
成立“家长爱心护卫队”，让家长轮流值班，
在上下学高峰期协助老师进行管理，目前
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很好。

卢丹说，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对该园的
安全问题十分关注，给幼儿园提出了不少
整改意见，也提供了很多帮助。11月 14
日，荣昌区公安局校保支队和交巡警支队
到园进行现场办公，针对幼儿园大门前一
处商品房建筑工地占用机动车道、造成校
门口拥堵的情况，交巡警责令开发商限期
拆除占道建筑；校保支队发现幼儿园大门
没有防冲撞设施后，提出了整改要求。现
在，新的防撞柱已按要求安装完毕。

公安大下访 排患没商量
“这个摄像头的位置需调整一下！”12

月14日上午10点，万灵镇中心小学已开始
上课，利用学生上课的空闲，万灵派出所所
长邓开富对学校的摄像头进行了逐一检
查。这样的工作，已是派出所民警定期进
行的必检项目。

万灵镇中心小学负责人介绍，该校包
括幼儿园在内，共有400余名学生。2017
年学校搬迁到新址后，当地派出所便对学
校的安全问题进行了逐一排查。在派出所
指导下，全校安装了8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
了全校无死角监控全覆盖。“在办公室就能
调取全校所有位置的监控画面，派出所的
民警还会定时对摄像头进行检查。”该负责
人说，目前，公安机关还在着手将学校监控
视频接入公安系统的工作。

“保障校园安全，不能有一丝懈怠。”荣昌
区公安局校保支队支队长段华强介绍，2018
年1月，为进一步推动“平安校园”建设，市公
安局推出《服务学校29条》以来，荣昌区公安
局联合区教委、信访部门组织专门力量成立
联合排查组开展全面排查，对校园中发现的
突出问题，重大问题立即督促进行整改；对暂
时不能整改的，限时跟踪督办。其中，包括督
促全区各学校和幼儿园，加强对内部保卫人
员、安保人员培训，加强应急处置演练，并要
求学校配备钢叉、警棍、盾牌等必要装备，确
保在紧急情况下有效制止犯罪分子。

另一方面加，公安机关全力督促学校加
强技防设施建设，完成校园重点部门入侵报
警装置、视频监控装置、紧急报警装置建设。
并依托“雪亮工程”，推进校门区域人脸抓拍、
人证访客识别等“智慧校警”安防系统建设。

同时，进一步细化落实校园周边整治
措施，有针对性地对校园及周边开展交通
秩序、治安秩序、非法携带管制刀具、非法
或违规经营、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噪
音等各类专项整治，并坚持严查严管，严格
排查在校园及周边形迹可疑的人员，及时
控制疑似精神病患者、吸毒人员，依法果断
处置违法犯罪行为。
都市传媒记者 伊文 彭光瑞 摄影报道

民警到校当“门卫” 警车警灯上下学

荣昌警方维护校园安全总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