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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洪雨成 本报通讯员葛培兴

日前，当某案嫌疑人陈某进入椒
江辖区时，便被辖区内智能防控系统
锁定。白云派出所民警通过路径追
踪，20分钟内就将陈某抓获。而此时
距离陈某潜逃在外，已有3个多月。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此次抓
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台州市公
安局椒江分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打
造的全市首个全域智能防控平台。

自去年7月16日启用以来，平台
共助力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75
人，其中包括全国逃犯5人，负案在逃
人员18名，黄赌违法犯罪人员52人；
平台覆盖的辖区侵财案件总数同比
下降38%，入户盗窃下降77%。

全域布网，“一触即发”
在平台专职民警陈诗看来，全域

智能平台就如同编织了一张网，随着
感知设备越来越多，“网”也织得越来
越密。“当被布控的嫌疑人进入辖区，

就好像鱼儿触网一样，我们只要把鱼
捞出来就行了。”

陈诗至今还记得去年11月11日，
在现场巡逻与后方平台的通力合作下，
短短8小时内就捞上了6条“鱼”——

当天下午 3时，平台发出了第一
记预警信号，某涉黄团伙的嫌疑人驾
驶车辆出现。在抓捕组出动追击的同
时，指挥室根据平台研判，针对性安
排警力，织出一张布控大网。

1小时 10分钟后，第一名嫌犯成
功落网。因是团伙作案，为避免出现

“漏网之鱼”，民警们决定当天对其
“一网打尽”。与此同时，平台的预警
信息也在继续响起。直至当晚 11时
16分，6名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经审
讯后均表示认罪。

在平台综合指挥室的墙上，挂
着一张全域智能防控体系网络图，

“智安校园”等重点域、“智安街区”
等公共域、“智安卡口”交通域、“智
安小区”居住域、“智安网络”互联
网域、“智安无人机”空域都被囊括

其中。
“2019年以来，‘智安场所’建设

取得初步成效，但都只是零星的、碎
片式成果，如何通过一个平台形成系
统化的应用，成了我们一直思考的问
题。”据平台研发发起人、白云派出所
所长方一介绍，2020年 3月，他们联
合台州本土的浙江郁金香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平台研发，目
的就是为了整合各方资源，在辖区布
好这一张隐形的“天网”。

闭环管控，靶向治理
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城市，我市提出要深化“两智融
合”的治理格局，全面推进城市大脑
建设。全域智能防控平台正是智慧大
脑在基层落地的有效探索。

“全域、多维、智能”“预测、预警、
预防”“共建、共治、共享”，这是平台
的显著特点。记者了解到，一方面，平
台丰富前端感知设备的建设，构建

“空地一体”的全域立体化智能感知
体系，并联合辖区商户推行社会化共
建共治共享方式，实现监控网络全覆
盖。另一方面，打通了数据壁垒，与市
公安局大数据池进行无缝连接。方一
告诉记者，“当一个大数据池跟前端
感知设备有效的碰撞以后，会产生一
些美妙的‘化学反应’。”

“碰撞”的成果之一，就是平台形
成了“采集-预警-处置-反馈”闭环，
对进入椒江辖区内的重点人群信息
及行踪做到“走明去向、来能预警、动
知轨迹、全程掌控”。根据辖区发案实
际形成重点部位热力图，及时预测预
警违法犯罪，指导警力配置更具针对
性，从而达到靶向治理。

方一表示，现代警务要注重由点
到面的扩展，不断激发数据应用带来
的红利，让智能化系统发挥出更高的
效能。接下来，将进一步完善视频领
域全覆盖，以“情指行”一体化为牵
引，努力实现基层警务管理与社会公
共治理同频共振。

7个月内助力抓捕嫌犯75人

椒江：全域智能防控平台显神威
共建平安台州

本报讯（通讯员王晨盼）近日，黄
岩沙埠镇河道沿线活跃着一群身穿
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他们手拿垃圾

袋，沿着沙埠溪沿线，认真清理河道
两岸及浅水区中的白色垃圾和废弃
物，防止河水受到污染。

在巡河过程中，志愿者们积极地
向周边群众宣传雨污分流、节约用水、
河长制等内容。志愿者张能说：“我们

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呼吁广大
群众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大家都有护
水意识，沙埠的绿水青山才能长久。”

志愿队通过巡河护河行动，引导群
众争做爱河护河的宣传者、践行者、监
督者，共同助力沙埠镇美丽城镇建设。

沙埠：志愿服务队忙巡河护河

本报讯（通讯员吕婷婷 记者张
光剑）“虽然今年我的子女因为疫情
留在外地过年，但是有药房工作人员
来看我们，给我们送药、量血压，这年
过得很安心。”近日，家住仙居县安洲
街道市桥社区的周大妈说，她今年78
岁了，这是她和老伴第一个没有子女
陪伴的春节。

为响应国家合理有序引导群众
就地过年的号召，关心关爱留守老
人，解决就地过年游子的后顾之忧，
仙居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台州市老百
姓好心情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针对老
家有老人无人照料的情况，开展民生
药事服务站“人在外乡，送爱回家”药

学服务活动。
民生药事服务站的药师们上门

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开展用药
咨询、用药教育、清理家庭药箱、免费
送药等服务，为他们送上新年祝福。

目前，该县共设立了 5个民生药
事服务站，每个站至少配备一名执业
药师，免费为群众提供指导用药、清
创处理、过期药品回收等14项药学便
民服务。

据了解，民生药事服务站系 2021
年省民生实事项目。仙居将在现有基
础上做好业务引导，规范零售药店的
药事服务，并以点扩面，逐步向农村
药房扩展。

仙居——

民生药事服务站送药到家

随着早春时节气温回暖，在黄岩南城街道蔡家洋村，村民们穿梭在成片的橘
园里，忙着为橘树剪枝、施肥，为今年优质丰产早作准备。

本报记者解文雅 本报通讯员王敏智摄

近日，天台县南屏乡党员干部开展“群众用水，党员用心”志愿活动，组织党
员干部和维修人员一起开展自来水管、水表“大体检”，排查农户的自来水管道跑
冒滴漏等情况并及时进行现场抢修。通过7天的走访排查，共修复管道管线520
米、漏水6处，更换漏水龙头、水表91户。 本报通讯员徐赛君摄

2 月 17 日晚，椒江区章
安街道谢张村，数万盏造型
别致的LED灯同时点亮，将
村庄点缀得犹如璀璨的银
河，吸引了周边市民前来观
赏“灯光秀”。据了解，章安风
情夜游项目，从 2 月 7 日开
始，将持续4个月。

本报记者陈伟华摄

别样别样““体检体检””进家门进家门

本报记者张笑川雨

2月 18日农历正月初七，是春节
后上班第一天。人勤春来早，奋进正
当时。台州市广大干部群众以“满格
电”开启“工作状态”，为“十四五”开
局之年开个好头。

早上8点20分，市行政服务中心
350多名工作人员就已全部到岗，精
神抖擞地投入工作当中。

8点 45分，服务大厅的大数据可
视化系统显示，当天的取号量达 21
件，已受理业务 10件。“今天的业务

办理量与往年同期相比较少，平日
里我们一上午业务量就达六七百
件。”督察处工作人员叶宇豪表示，
虽然人流量不多，但工作人员都保
持着最佳状态，“我们还将通过用户
的即时评价进行后续服务，帮助民
众切实解决问题。”

当天上午，台州市人才市场一片
繁忙景象，人才市场办公室电话响个
不停。去年，复工用工难问题十分严
重。今年，为了缓解用工荒，人才市场
的工作人员早早作了准备。

“从 2月 19日开始，我们将举行

连续 9 天的新春公益招聘会。目前
共有近 600家企业报名参加。”工作
人员胡才昌告诉记者，按照防疫需
求，他们将采取隔座的方式，将每天
的招聘企业控制在 70 家以内。此
外，在 3月的每个周末，他们都将举
行招聘会，并在台州人才网上开辟
网上企业招聘，提供全方位的人才
招聘服务。

此外，我市居民日常用水情况也
备受关注。今年我市遭遇特大干旱，开
工首日，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
忙碌起来。“经过年前全市范围内的人

工降雨，目前我市农业用水已经得到
缓解，但水库蓄水仍不能满足百姓日
常用水需求。”应急指挥中心副科长李
鹏春说，接下来，他们将积极部署，制
订供水计划，并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继续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牛年当有牛精神，街上随处可见
公安民辅警们忙碌的身影。对许多人
来说，昨天是“回归”工作岗位。对他
们来说，则是继续“坚守”一线。接下
来，他们将继续以“孺子牛、拓荒牛、
老黄牛”的“三牛精神”，守护台州人
民，维护社会治安。

——节后上班首日见闻

收心归位气象新 不用扬鞭自奋蹄

灯光秀 引夜游

本报记者单露娟

春节期间，很多市民和就地过年
的新台州人进影院观影，台州电影市
场火爆。

根据猫眼专业版APP数据统计，
从2月11日至17日24点（除夕至大年
初六），台州春节假期电影总票房累计
达 6084.3万元（含服务费，下同），是
2019年同期的 1.4倍。其中，《唐人街
探案3》《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
列春节档电影票房前三。

大年初三晚，临海崇和大洋影城的
检票口排起长队，临海市民小周和女朋
友正在等候检票。“之前就在抖音刷到
过《你好，李焕英》的预告，期待已久，所
以上映第一天就过来了。”小周说。

来自武汉的赵先生也带着妻儿排
在长长的检票队伍中。“儿子对《熊出
没·狂野大陆》期待已久，今年一家人在
台州过年，就带他来看看。人气很旺，幸
好提前在网上买了票。”赵先生说。

记者从台州多家影院了解到，春
节期间，影院有《唐人街探案3》《你好，
李焕英》《刺杀小说家》《侍神令》《熊出
没·狂野大陆》等多部春节档大片上
线，市民观影热情高涨。因为疫情防控
需求，各家影院严格执行75%上座率。

“没有辜负我一年的等待，我觉得
《唐人街探案3》保持了原来两部的高
水准，在高智商破案的同时也笑料不
断，非常期待下一部。”2月16日晚，在
看完影片后，椒江市民李宇告诉记者。

温岭市民小颜则对《你好，李焕英》
赞不绝口。“这部电影绝对是春节档黑
马，她妈妈的‘我宝’感人至深。即使已经
看过原小品，我还是忍不住落泪。大家看
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要带好纸巾。”

“今年春节电影票房高涨，一个原
因是特殊时期下，市民前期压制的观
影需求得到释放。还有不少新台州人
积极响应‘就地过年’政策，也助推了
台州电影市场的复苏。”椒江区一家影
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台州春节电影票房
累计超六千万元

人勤春早农事忙人勤春早农事忙

为了让近万名外地员工留在异乡过一个温馨的春节，天台经济开发区积极
推出系列“暖心”举措，打造花灯盛宴，营造年味十足的传统民俗喜庆氛围。图为
张灯结彩的中德（天台）交通科技产业园九龙路街景。 本报通讯员曹晶华摄

工业园区工业园区““春春””味浓味浓

本报记者章雪瑶

开展环境整治、提供义诊服务、
严守出入“小门”……连日来，在三门
县海游街道各个社区内，一件件“红
马甲”格外惹人注目，他们是一群平
凡的党员志愿者。他们深入背街小
巷，为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一抹
鲜亮的“党员红”温暖了人心，也为城
市基层治理注入活力。

三门县共有 16 个社区，在职党
员 4800余人。今年以来，该县着眼新
时代新要求，主动适应城市基层治

理方式的转变，以“社区吹哨、党员
报到”工作为载体，把党组织的服务
治理延伸到基层一线，目前已推动
4100 多名在职党员服务社区常态
化、制度化。

“新晖社区是我家、文明创建
靠大家”，近日，海游街道新晖社区
向社区内全体在职党员“吹哨”。当
前正值该县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
文明城市创建中的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新晖社区党委向社区
全体在职党员发放了一份倡议书，

倡导大家当好文明城市创建的示
范员、服务员和监督员，为改善城
市环境、提升城市文明、让人民群
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贡献更多的
基层力量。

三门根据就近、便捷、高效原
则，统筹安排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到单位所在社区报到，在职
党员在参与单位党组织做好结对
社区工作的同时，统一到居住地社
区报到。党员报到采取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线下通过党员签到
墙进行报到，线上由社区统一制作

二维码，扫描进群报到。目前，全县
16 个社区均已完成“党员报到群”
建设。

“社区吹哨、党员报到，对于解
决社区工作难题，提升社区服务群
众能力是件大好事。”海游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卢永德表示，今后，他们将
为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搭建服务
平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
位（党员）接单服务模式，更好发挥
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门：一抹“党员红”激发治理新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汤伟华）“大学
毕业这么多年，我最后选择到基层
当村官。从刚上任的彷徨无助，到
现在渐入佳境……”近日，天台县
泳溪乡岩下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蒋晓霞在月度“书记擂台

赛”上，讲述自己上任后的心路历
程，表达了办好村里的每一件大事
小事的决心。

今年以来，泳溪乡探索“横向
打擂台、纵向抓攻坚”比学赶超新
机制，每月常态化举办“书记擂台

赛”，以“善思、能说、会干”能力为
核心，以“述、晒、评、比”为主要形
式，以“目标共定、经验共享、问题
共解、互相促进”为宗旨，在“对擂”
之中激发“一肩挑”的实干斗志，形
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

氛围。
当天，17 个行政村的党组织书

记、村委会主任抽签后按照顺序“轮
番上阵”，六位“考官”现场评分。

“通过打擂比武倒逼各村‘一
肩挑’养成‘比学赶超’的思维习
惯，点燃全乡干事创业、追赶超越
的红色‘新引擎’。”该乡党委书记
杨勇说。

泳溪：常态化举办“擂台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