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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闪光民警

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俞彩飞

前不久的一天夜里，钱江世纪城一小
区附近，几名男子围住了一个小伙，双方
剑拔弩张，小伙报警。钱江世纪城派出所
接警后，先通知事发小区物业保安员前往
处置，避免肢体冲突，同时指令路面110巡
逻车赶往现场。10多分钟后，民警赶往现
场，得知保安员们在1分钟内已赶到现场
制止了双方动手。

物业公司怎么会接受派出所的调
配？这要从社会治理新模式——物业单
位联席会说起。

物联会联动110
一年协助处理警情400多次

钱江世纪城是G20峰会主会场所在
地，近年来已由原来的农村全面城市化，
辖区内有居民小区27个，其中安置小区
13个、商品小区9个、单身公寓类12个，商
业大厦 27处 54幢，入驻各类单位企业
6000余家，还有在建工地44个。

辖区内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为
1：3，社会治理存在多样性——有街道负
责的安置小区，有世纪城管委会负责的商
务楼宇，有管理职能模糊的住宅小区。特
别是居住群体有从农村转为城市形态的
本地居民，也有全国各地汇集的新萧山居
民，还有朝聚夕散的“陌生人”工作群体。
高度城市化以后，原先承担社会治理工作
的村级基层组织作用弱化，物业公司与百
姓打交道越来越密切。

面对新业态、新问题、新形势，2017年
底钱江世纪城创新成立了“物业单位联席
会”（简称物联会），将分散的物业公司串
连起来，形成自治组织，并加强与公安部
门的联系合作。公安部门定期对物业保
安员进行治安、社区警务培训演练，并配
备与派出所联网的对讲机、视频记录仪，
让保安员参与部分治安管理工作。

有了物联会后，邻里纠纷、停车纠纷、
噪音扰民等普通求助类警情，派出所会指

令物联会保安员先期开展处置。去年一
年，物联会通过物业110联动，协助公安处
置警情达400余次，调解纠纷80余起，不
仅将各类纠纷控制在萌芽状态，也减轻了
公安机关的处警压力。

通过物联会，构建起了由公安、宁围
街道、世纪城管委会、村（社区）、物业公
司、业主委员会等5支力量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治理格局，成为职能部门与社会企
业中间沟通及管理实施的桥梁纽带。

事前主动防范
社区平安有了“瞭望哨”

物联会作为一个新生组织，经过一年
多的实践探索，不仅被动承接警方的“任
务”，还积极向主动防范转变。如利二花
苑小区物业公司经常对小区及周边定时
巡逻访查，以便及时发现纠纷、消防隐患，
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线索。

通过及时更新、共享、互通业主和企
业信息等基础数据，物联会成了保卫基层
社区平安的“瞭望哨”。同时，政府部门也

多次开展消防专项检查、防台防汛准备、
春节专项检查、拆违专项整治等主题活
动，增加物联会在百姓心中的信任度。

此外，楼宇经济发达的钱江世纪城吸
引了众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入驻落户，不少
公司企业存在传销、非吸嫌疑等涉众型经
济风险，物联会作为“物业、管委会和区职
能部门、派出所”三道防线中的第一道铜
墙铁壁，通过全年不间断扫楼行动，共上
报风险企业158家，针对性协助清退20
家，有效防止了风险企业滋生和蔓延。

同时，针对钱江世纪城区域高层建筑
众多、地下停车库老旧物品堆积、消防通
道堵塞、安全通道被占用等问题，物联会
对消防安全隐患最为突出的13个安置小
区开展集中统一行动，得到广大居民的支
持，安置小区地下室杂物堆放和消防问题
得到了明显改观。

从实践效果看，物联会已成为公安机
关延伸治安管理的有力臂膀，实现了防控
更有力、政府有延伸的目标，也有效破解
由原有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向遍地
楼宇无组织管理过渡的现实问题。

■记者 项亚琼

初见顾浙丹，她脸上的笑容透着
亲和力。作为区纪委、监委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她的工作是忙碌的；作为
警嫂，她又是丈夫全身心投入事业的
坚强后盾。

2017年10月，顾浙丹和陈刚步入
婚姻殿堂，丈夫陈刚就职于区公安分
局合成作战中心，这份职业注定和繁
忙捆绑，除了固定的值班，每逢有重要
案件、紧急案件、突发案件，陈刚往往
需要第一时间做好技术保障支持，关
心家庭的时间少之又少。

因双方父母要么上班，要么住得
远，多数时候都是顾浙丹一个人做饭、
收拾屋子，为了能让丈夫心无旁骛、安
心工作，她在尽心尽责做好自身繁重
工作的同时，总是会抽出时间到公婆
住处陪老人唠唠嗑，分担点家务，婆婆
开玩笑说：“这个儿媳妇比儿子好”。

如今，顾浙丹已身怀六甲，每次去
医院产检看到其他孕妇都有丈夫陪
同，也会觉得孤单。但顾浙丹理解丈
夫，为了让他全身心地工作，作为妻子
必须全力支持。

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除了当
好贤内助，顾浙丹还特别注重营造家
庭良好的廉洁氛围，把管好丈夫8小时
外的生活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一份重
要责任。党章党规党纪、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公安部相关纪律规定等，这些
都是夫妻俩日常在家学习的常规内
容。警示教育案例集是她为丈夫备下
的“休闲读物”，每次陈刚看完案例感
慨良多的时候，她总不忘提醒一定要
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共同拧
紧家庭廉政的“安全阀”。

除此之外，顾浙丹经常拉着丈夫

一起学习业务知识，新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于2018年10月1日施
行后，夫妻俩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认
真学习了全部条款。廉洁上多一份把
关，关键时多一份提醒，以实际行动努
力塑造新时代党员干部家庭的良好形
象，这是她对家庭定下的要求。

“既然爱上了警察就要支持他的
工作，用心操持好这个家，做好他的贤
内助与廉内助，让他能更好地投入到
工作中去。”顾浙丹说。

顾浙丹：苦乐共担廉内助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叶文婷

本报讯 近日，一个来自上海的求
助，让萧山民警在深夜展开了一场“生
死救援”。

“抽完最后一口烟，该走了”“就此
别过一生，来世再续前缘”……事发当
天凌晨时分，一名远在上海的报警人
拨打萧山110，称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
人连发数条疑似要自杀的动态，对方
位置显示在萧山靖江某村。

靖江派出所接指挥中心指令后，
当日的值班民警倪伟建以最快速度出
警，派出所的分析查询工作也同时展
开，很快成功获取了当事人基本信息：
阿良（化名），24岁，本地人。

然而，拨打阿良的手机一直无人
接听，根据微信位置找到的地址也未
发现相关警情，只有茫茫黑夜，冷风嗖
嗖。倪伟建迅速将情况汇报给值班领
导，靖江派出所大兵团巡逻队多方集
结，在周边仔细寻找。此时，一条新的
线索传来，阿良在辖区某旅馆有住宿
记录，然而民警赶到后得知，阿良刚刚
退房离开，去向不明。

了解到阿良是驾车离开的，民警
立即组织合成作战人员通过卡口监控
查找车辆下落。倪伟建则连夜赶往阿
良住处找到其父母，得知当天下午阿
良跟父母吵架后独自出走且深夜未
归，打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父母急
坏了，正想报警求助，没想到民警主动
上门了。

民警进一步了解到，阿良有个女
友，两个人一直分分合合。倪建伟兜
兜转转联系上了阿良女友，但对方说
前一天晚上跟阿良见面后，之后一直
联系不上对方。

线索再次中断，倪伟建调整搜寻
计划，将阿良女友家附近地区作为重
点区域进行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附近的一条河边找到了阿良的
车辆！

民警靠近车辆，就听到一名年轻
男子的哭泣声，当时阿良坐在驾驶座
上，心情极其低落，一直哭泣咆哮不肯
开车门，还有驾车冲下河的迹象。

危急时刻，倪伟建发现车辆的后
车窗没摇上，于是让队友分散阿良的
注意力，自己脱下装备通过车窗爬入
车内，趁其不备立即拔下车钥匙熄火。

倪伟建坐在阿良身边，耐心开导
他。阿良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说本来
准备直接开车冲河或者上吊，就此了
却残生，甚至已经把绳子套到河边的
树枝上了。

经过耐心倾听，倪伟建了解到阿
良个性敏感脆弱，和女友之间的爱恨
纠葛令他饱受折磨，一度萌生带着女
友一起死的危险想法，最终选择在女
友家附近轻生，好在民警及时赶到。

之后，阿良在民警的劝说下逐渐
打开心结，被送回家照看。民警在返
回途中收到了阿良发来的手机短信，
感谢民警的开导，表示以后不会再走
极端了。

首席记者 周颖 整理

咨询独生子女补贴事宜

网友“tianya”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咨
询，独生子女每年有补助，请问是真的吗？

区卫生健康局回复：您提出的是否有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养
老补贴2400元的政策，经核实这是一些媒
体未经官方认可，断章取义随意散播不实
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误读。

目前，我区关于六十周岁以上的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只有国家的“奖扶政
策”和区级的“参保优惠政策”，没有任何
新出台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一旦
有任何新政出台，我们将第一时间公布在
官方媒体，请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传言。

咨询退休工资事宜

网友“xsgzz”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咨
询，我爱人2017年退休，与相同工龄同类
型人员在2018年退休人员相比，退休工
资相差200多元。为什么？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根据

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规定，退休人员
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组成，有视同缴费年限、1997 年底
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未建立个人账户缴费
时段（以下统称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年限）
的参保人员，加发过渡性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参保人员符合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时浙江省上年
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参保人员本人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全部缴费
年限×1％。其中，参保人员本人指数化
月平均缴费工资=参保人员符合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条件时浙江省上年度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参保人员本人平均缴费
工资指数。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参保人员
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时个人账
户储存额÷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
月数。

过渡性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年
限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过渡性养
老金计发年限×1.4%。其中，过渡性养老
金计发年限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参
保人员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时
浙江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过
渡性养老金计发年限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所以，不同年份退休人员参照的浙江
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是不同
的。此外，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均会影响
到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核算金额，因人而
异。如果退休人员对自己的养老金核算

金额有异议，可到区社保中心（萧然南路
373号）申请核对。

关于市北东的一些疑问

网友“baba”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咨
询，之前规划萧山市北东会有公交车首末
站，到底有没有？开发区小商品市场拆迁
后规划是什么？市北东有没有商业综合
体的规划？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公交首末站的规
划以属地政府为主。萧山区综合交通运输
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有市北客运中心。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根据已批
的《萧山城区市北东控制性详细规划》，该
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市北东规划有商
业用地。

目前，《萧山城区市北东控制性详细
规划》正在进行修编，具体方案以杭州市
政府批复为准。

鸿宁路路况差建议修复

网友“hefly007”向萧山网络问政平
台反映，鸿宁路路况较差，晴天灰尘漫天，
雨天泥水四溅，路面全是坑坑洞洞，给通
行带来不便，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建议
有关部门及时修复。

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回复：因连日阴雨
对路面影响较大，我委正督促养护单位趁
天气晴好，抓紧对鸿宁路世纪城段（利群
河以西）进行全面修补。

从“事后被动应对”到“事前主动防范”

物联会筑起社区安全第一道“防线”

物联会对辖区内电动车备案登记

与死神赛跑 民警救下欲轻生男子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