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0 日，于
都县一江两岸美景
如画。红军长征出
发地于都，如今的
发展日新月异，百
姓齐心奔小康，日
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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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综合执法改革”成了宜春市公安民警们的
热词。从年初开始，一场以构建和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为目标，不改变警种主责主业，实行警种间交
叉授权、综合执法的街面（路面）执法警务机制改革，在宜春
公安系统拉开序幕。这一改革，也是宜春公安致力提升现
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生动实践。

改革关键一步：交叉授权，综合执法，
警力资源大整合

改革，从问题入手。
近年来，社会快速发展，城市扩容、街路延伸，街面（路

面）点多线长警力少，警力出现空白点，警务出现盲区。另
外，受制于现有的警种体制下职能划分，一些一线民警发
现职能外的警情后，因为执法权限问题，主动作为有限。

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亟须新的模式去解决。宜春公
安探索新型执法警务机制改革，着眼点就是破除机制障
碍，打破警种间的执法壁垒。通过交叉授权、综合执法，实
现“淡化警种概念，增强警察意识”，构建“一点报警、多点
响应、协同处置”的警务模式，达到管理更精细、防控更精
准、整治更精确的执法效果，提高街面（路面）见警率、警察
管事率、违法控制率、交通管控率，推动形成“职能多元化、
警力集约化、勤务高效化、服务亲民化”的现代化交通管理
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改革的基本路径是“三步走”：城区试点，农村推开，全
市推广。宜春市公安局改革办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具体制定七项相关工作制度，编辑印发了《执法手册》《执
法流程图》，构建街面（路面）综合执法警务工作制度规范
的“四梁八柱”。实施过程中，城区交警、特（巡）警、派出所

民警实行联勤联动、综合执法，农村交警、派出所民警联勤
联动、交所融合，指挥中心以就近派警为基本原则，处警民
警“遇事必管、先期到达、依权处置、做好移交”，重构现场
执法流程。

宜春公安法制部门经过充分论证，针对适用于处置街
面（路面）交通、治安轻微违法行为的312项权限进行交叉
授权，1434名一线交通管理和治安管理类警务人员得到交
叉授权。这意味着，宜春市公安机关除交通民警外的各警
种1222名警察，可以在街面、路面依法处理简易程序交通
事故。

4月15日，袁州公安分局慈化派出所开具首张《公安交
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月17日，市交警支队直属
二大队慈化中队开具首张《简易治安纠纷调解协议书》；6
月3日，市特警支队开具首张《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
决定书》。6月17日，市公安局召开街面（路面）综合执法警
务机制改革现场部署会，改革在全市公安机关全面铺开。

改革成效初显：遇事敢管，遇事能管，
警务效能大提升

“这次改革带来了明显成效，民警的责任感、荣誉感和
身份认同感也增强了。”丰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帅对改革
成效深有感触。

丰城市公安局小港交警中队仅有 4 名民警和 8 名辅
警，管辖着15公里长的国道线和28公里长的省道线，涉及
5个乡镇、近30万人口，执法执勤压力很大。改革之后，该
辖区的3个派出所警力及时补位，有效缓解了该区域的交
通管理压力。

最显著的效果，体现在数据上。今年以来，宜春中心城
区共开展交叉执法12959起，其中特（巡）警、派出所开展交
通类执法12601起，交警开展非交通类执法358起；5月至8
月，刑事、治安类警情同比分别下降了22.1%、10.7%；城区、
乡村交通类警情平均出警到达时间分别提升35%、8.7%。

改革启动以来，宜春市公安局警务指挥系统在加紧硬
件升级的同时，软件升级有序推进。据指挥中心指挥调度

科负责人介绍，改革之前，指挥中心依托城区岗亭、派出所
各自管辖区域派警。现在，将街面（路面）特（巡）警、城区
交警中队、交警铁骑管辖区域纳入统一指挥调度体系，实
行接处警、研判、调度、行动、反馈等环节一体化指挥调度。

勤务模式上也进行了优化。改革之前，各警种各自划
定巡逻防控线路，存在一定的警力重叠和警务盲区。现
在，该局将交警、特（巡）警、派出所日常巡逻线路和管控区
域进行整合后，分片划定，实现基层警务资源在时间、空间
上的最优分布，做到警力跟着警情走、警务围着警情转。
同时，加强基层装备保障，提高信息应用水平，推动警务效
能整体提升。按照执勤装备配备标准，该局将全力保障基
层所队改革应用装备所需，并研发出简易治安案件当场处
置的行政速裁 APP，整合 110、122 警情调度平台、4G 单兵
图传可视化指挥系统，350兆通信基站实现农村地区全覆
盖，为改革稳步推进、执法规范运行提供了硬核支撑。

改革触角延伸:服务便民，窗口到“家”，
群众办证大提速

“市局党委一直强调，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以提高工作
效能、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出发点。”宜春市公安局改革办负
责人、治安支队支队长郑斌谈到，近距离服务群众，是公安
机关取信于民、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作
为此次改革的配套机制，宜春市公安局针对偏远农村地区
群众办事“距离远、成本高、不方便”的现状，将改革触角延
伸，建立了27个乡镇公安便民服务中心，下放交管、户政、
治安、出入境等107项行政审批业务。6月13日，全省首家
公安基层综合性便民服务中心在袁州区慈化镇正式投入
运行。据统计，至 9 月 22 日，该中心共办理交管业务 821
笔、户政管理业务2581笔。

该中心运行以来，极大方便了周边群众。在慈化镇做
汽车贸易的冯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到城区帮客户新车上
牌，跑一趟往返要一天时间。现在他只需要 20 分钟就能
办完新车上牌业务，节约了时间成本，还促进了车辆销售
业务。截至9月22日，该中心共办理便民服务700多笔。

金秋的赣鄱大地，硕果累累，
稻谷飘香。国庆长假后，行走在
吉安县敦厚镇南街村和铜鼓县港
口乡赤洲村，处处可见收割机正
在田里收割稻子，广袤的田野上
机声隆隆，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这两个村是省人大常委会机
关的挂点帮扶村。近年来，省人
大常委会机关驻村扶贫工作队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扑下身子、倾情
投入，狠抓基层党建，壮大产业基
础，助力乡村振兴，帮助村民甩掉
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帮到点子上——
培育富农产业，增强

贫困户造血能力

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
本措施和长久之计。扶贫工作队
和村“两委”班子成员通力合作，
以“一领办三参与”产业扶贫模式
为抓手，加大农户产业帮扶力度，
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增强贫困
户自我造血能力。

南街村位于吉安县城所在
地，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围绕“南
街一年四季有田园风光”“把农产
品留在田里卖”产业发展思路，扶
贫工作队探索“旅游+扶贫”模式，
让群众参与进来，尤其是让贫困
户参与进来，拓宽贫困户稳定持
续的增收渠道。2016 年，南街村
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火龙
果种植产业，并配套搞起农家乐，
吸纳该村全部 32 户贫困户入股。
如今，火龙果基地和农家乐发展
风生水起，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同时，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只有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发展
动力，才能让他们更好地端稳就
业“饭碗”。扶贫工作队通过积极
组织村干部上门宣传，促使村民
复耕高铁沿线抛荒地，进一步充
实村集体经济收入。目前，以村
干部带头、贫困户全覆盖、利用县
里的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入股的
形式，南街村产业合作社种植葡
萄约230亩，预计每年产量可达2万公斤，利润20万元。

扶到关键处——
用足用好扶持政策，建设和谐秀美乡村

从高处远眺南街村、赤洲村，只见一条条宽阔平坦的
水泥路四通八达，一排排干净整洁的农家院错落有致。
这幅生机盎然的农村新画卷，离不开扶贫工作队的用心
描绘。

用足用好扶持政策，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乡
村振兴根基，是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做好帮扶工作的发力
点。近年来，扶贫工作队队员和镇村干部一道，坚持多跑
腿、勤跑腿，为村里跑出一大批产业支持资金和基础设施
项目：帮助南街村种养专业合作社成功申请省级示范合作
社，获得 30万元配套项目资金；争取省交通运输厅环村路
维修项目，铺通柏油路，改造路面约4000米；争取省水利厅
65万元水利项目资金，用于治理南街村内的水系……

农村人居环境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扶贫工作
队积极推动南街村人居环境整治，将村庄保洁区分组划
片，每一片配备一名党员和相应保洁员，网格化管理，责
任到人。同时，向村民广泛宣传并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制，让群众参与进来，彻底扭转了过去“干部干、群众看”
现象。

“村里的环境变美了，每天出门心情都舒畅了。”谈起
村里的变化，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如今，南街村、赤洲村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南街村还先后被吉安县委、县政府评
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先进村”“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

驻到心坎里——
打造一支带不走、善攻坚的扶贫队伍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扶贫工作队进驻南街村
后，发现部分村“两委”班子成员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
生意上，对村里脱贫攻坚工作缺乏责任感。通过入户走
访、深入调研，扶贫工作队决心把村级党组织建设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

引导村党支部坚持“三会一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不断丰富党内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开展

“三讲一评颂党恩”活动，厘清发展思路，强化党员干部的
党性修养。今年 5月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党支部主
动对接南街村与赤洲村贫困户，机关党委组织各支部主动
开展“走访贫困户、调研脱贫攻坚”主题党日活动，走访慰
问贫困户，带领村支部党员外出交流学习，有效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部队伍作风。”作为扶贫工作队队长，吴荣平深知，建起一
支带不走的扶贫队伍，才能凝心聚力，真正让贫困村走出
贫困。为此，扶贫工作队扎实开展好驻村帮扶工作，用帮
扶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防疫宣传走访时了解到贫困户农产
品滞销，扶贫工作队通过组织单位工作人员购买、转发微
信朋友圈推广以及引导帮助贫困户开设网店销售等形式，
积极帮助贫困户拓宽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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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他放弃深圳年薪百万的事业，回到家乡石城县
珠坑乡坳背村流转山林，建设麒麟山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他注重益贫带贫，将产业示范园打造成扶贫基地；他
致力创业分享，把产业示范园变成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实
训基地；他提出产业联盟理念，汇聚多方力量，把实训基地
打造成致富“高地”。

他，就是江西铭鸿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小勇。10月 17日，在黄小勇荣获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之时，记者走进石城麒麟山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了解他情系桑梓、在扶贫一线挥洒青春的感人故事。

石头山变身花果山
坳背村是“十三五”贫困村。站在村里最高的麒麟山

头，放眼望去，丹霞地貌山体光秃，田地荒凉，山沟水渠几
乎看不到水。

土地贫瘠的坳背村共 435 户 2030 人，人均耕地 0.52

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0户355人，贫困率高达17%。
曾经承包食堂、经营钨锡矿、从事外贸行业的黄小勇，

2013年已是年收入百万元的生意人，可谓衣食无忧。
2014年，正是石城县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县之时，黄小

勇与几个朋友相邀，在石城成立江西铭鸿达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在珠坑乡成立石城县普丰果蔬专业合作社，流
转了坳背村及周边相连村庄 6500 多亩农田和山林，启动
麒麟山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建设。

“石头山上能种出果树来？”面对怀疑，黄小勇没有退
缩，而是走出去考察、请专家进来，并制定产业示范园长中
短期规划，根据不同地势，栽种脐橙、油茶、葡萄、杨梅、金
橘等果树。

从一草一木到一砖一瓦，从水电道路到池塘木屋，黄
小勇事必躬亲。

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5月19日，石城县遭遇特大洪
灾，园区刚刚完成的路网水渠基本被冲毁，新开辟的经济
果林区也出现大面积塌方，损失惨重，一些股东纷纷打起
退堂鼓。

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黄小勇迅速调整园区规
划，实施林相改造和水土保持工程，将乡村旅游融入园区
建设，走“生态改良+乡村旅游”的发展新路。

如今，千亩水果精品采摘园为麒麟山披上绿装，石头
山变成了花果山。

把园区变为扶贫基地
“黄小勇之所以回乡创业，就是要反哺家乡。”珠坑乡

干部李胜说，“项目刚开始时，他第一时间签订了帮带贫困
户协议，想方设法带领贫困户增收。”

在建设产业示范园时，黄小勇通过土地流转、项目参
股、就业帮扶、技术帮带等方式，把园区变成扶贫基地，累
计为110余户贫困户创收150余万元。

以石城县普丰果蔬专业合作社承接“栽富树”项目，90

余户贫困户入股，种植350亩纽荷尔脐橙和卡拉卡拉红肉
脐橙，每户每年可增收2000元。

麒麟山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不仅设置了油茶抚育和
环境保洁等残疾贫困户公益岗位，还提供阶段性劳动岗位
112 个。2019 年，产业示范园累计发放务工工资 48 万余
元，其中贫困户24.7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黄小勇从广西高薪聘请专
业的葡萄种植技师，为贫困户培训葡萄种植技术。良溪、
坳背两村4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葡萄530多株，去年
户均增收1900元。

产业联盟打通产供销通道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经过几年发展，

麒麟山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发展基本稳定，黄小勇积极响
应石城县创业致富带头人“千人铸造计划”，把产业示范园
打造成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实训基地。

2017年，还是贫困户的张金亮，在黄小勇的帮助与鼓
励下，学会脐橙种植技术，成为 350 亩脐橙管理人员。
2018年，他与亲戚一起在相邻的长江村种下40亩脐橙。

除此之外，黄小勇还把产业示范园与石城县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训相结合，承接 10多批次 1165名创业致富带头
人培训，通过经验座谈、现场交流，与有创业意向的学员交
流思想、答疑解惑，孵育出12名创业致富带头人。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珠坑乡创业致富
带头人带来很大很大冲击。黄小勇提出建产业联盟的构
想，整合创业致富带头人、合作社组织、社会贤达等力量，
以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惠互利、帮贫济困、共谋发展为
宗旨，通过完善生产、销售、深加工等产供销体系，推动本
地种养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迈进。

据统计，联盟自成立以来，已吸纳创业致富带头人 14
名、社会组织成员 7 人、社会贤达 6 人，实现经济效益超
1800万元，产业帮带200余人，就业帮带90余人。

石头山上也能种出果树
——记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黄小勇

本报记者 陈化先 文/图

10月11日清晨，新余市300多名太极拳爱好者在老师
带领下晨练。当天，新余市举行“相约太极”主题活动，以
晨练、公益讲座等形式传播中华传统太极文化，倡导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警务改革的新突破
——宜春市公安综合执法警务机制改革的实践路径

辛冬妹 本报记者 钟 瑜

黄小勇（右一）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交流脐橙管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