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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立在“前哨”，为民守平安。
如今在南通，一名网格员就是一名平
安哨兵，与社区民警共同守望平安，
以网格“小平安”积聚全市“大平
安”，通过“网格+警格”的融合联
动，夯实南通社会平安根基。

今年，南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公安部关于社会治理
创新部署要求，以创建全国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为契机，按
照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进一步推进“网格+警格”融合联
动，试点打造“平安前哨”工程，初
步探索出一条党委领导、公安主导、
所队指导、民警引导的警网融合联动

新路径，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水平。

今年以来，南通把“平安前哨”工程试点建设，
作为坚持和完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
机制的突破口，作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强引擎，作为深化“网格+警格”融合联动的主阵
地，形成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示范带动、整体推
进的建设格局。

“我们之所以强势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主
要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政法委与公
安机关合心、合力。”南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
记姜永华说，“把开展‘平安前哨’工程建设作为夯
实平安稳定基础建设的重要路径，作为引领‘网
格+’工作的具体实践，上升为党委工程来抓。”

“在‘网格+警格’融合联动的探索实践
中，我们体会到思想融合是基础，力量融合是关
键。”海安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巧荣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就推进“网格+警格”

融合联动与海安市公安局深入研究，积极推动党
委政府及各层各级从关键的力量融合入手，先行
先试，率先完成部分基层辅警、城管协管员等力
量向网格员身份的转隶工作，建立了 302人组成
的首批专职网格员队伍，有效破解了网格力量不
足的问题。同时，配套激励措施，网格员人均增
加 500 元津贴，与工作成效、考核结果挂钩发
放，政法委设立网格员激励专项基金，区镇、街
道配套 20 万至 30 万元，用于“一事一奖、一案
一奖”，村镇后备干部的选拔，也按照一定比例
向网格员倾斜。

杨艳是海安市海陵社区首批转隶的网格员。
今年 8 月 25 日，她在网格日常巡查时，接到群众
反映，巷子里少安装了一盏路灯，大伙儿出行不
便。

杨艳通过“全要素网格通”将此事上报，海安

街道政社局通过与路灯管理部门、市住建委、电力
局等部门联系，实地勘察后，加装了一盏路灯。群
众连声感谢，让杨艳心里美美的，感受到工作价值
所在。“一事一奖，群众还感谢我，有奔头、有实惠，
网格工作让我越来越有获得感。”杨艳说。

如今，网格化治理工作不再是南通哪一个职
能机关部门的事，而是变成了由内及外、从上到下
的一场涉及面极广的基础性工作。

南通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网格化中心联
合出台《“网格+警格”联动融合示范点建设活动
方案》以及《关于深入推进“网格+警格”融合联动
开展“平安前哨”工程试点建设的指导意见》，成立
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双组长的“平安前哨”
工程试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高规格、高标准、高
要求推进工作，并坚持党委领导与公安主导相结
合，坚持群众工作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坚持整体推
进与典型培育相结合，深化“网格+警格”融合联
动建设，围绕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三
个层面，确定首批62个点位，一点一方案、一点一
特色，带动面上均衡发展，整体推进，为试点探索

“平安前哨”工程建设创造了条件。

今年3月18日，启东市汇龙镇幸福二村网格
员陈昱璐在网格巡查时发现，有一户居民夜间经
常有多人进出，疑似群租房。之后，他将这一情
况通过“全要素网格通”上报。次日，社区民警
刘辉带领网格员上门开展排摸和检查，发现这个
不足60平方米的房屋竟然租住了9人，存在安全
隐患。随后，各部门多元联动、共同开展工作，
及时进行了分流疏导。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如今，南通市已构建
起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网中有格，格中有
警，各尽其责。“全市坚持固本强基的导向，主
动将警务资源向网格聚焦、工作力量向网格下
沉、管理触角向网格延伸。”南通市副市长、公
安局长张轩说。

“我与网格员同进万家门、共暖万人心，当好
平安‘八大员’，实现了社区事务由‘独自撑篙’向

‘众人划桨’转变。”对推进“网格+警格”融合联动
带来的变化，如东县大豫镇大豫社区“片儿警”张佳

阳给予很形象的比喻。
在南通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地陆续把

城管协管员、户口协管员、部分辅警人员及人社、民
政协理员等在基层从事社会管理服务的辅助力量
转隶为网格员。同时，还通过开展“机关干部下一
线、当好社区八大员”活动，推动法官、检察官、警
官、律师、人民调解员“三官一律一员”进网格，做大
平安志愿者、网络志愿者等群防群治队伍。

在整理力量资源、建强网格队伍的同时，由南
通市委政法委牵头，改进了原有的划分标准，以
居民小区、楼栋或自然村落、村民小组为基本单
元，在全市划分了 9162 个综合网格，在各类园
区、商圈市场、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等重点部位设

立专属网格 4487 个。对所有网格进行统一编码
管理，形成具有唯一性的 15 位网格编码。并
且，按照“一区一警、一格多员”的标准，严格
落实机关警力下沉和新警分配一律到基层等制
度，配备社区民警 922 名、专职网格员 9162 名、
网格员志愿者 6.3 万余名。同时，编制“网格+
警格”融合服务管理事项、“社区民警+网格
员”职责清单，围绕信息采集、隐患排查、治安
防范、公共服务等方面，明确社区民警、辅警与
网格员的职责任务。推行社区民警与网格员联勤
搭档制，制定每日联系例会、每周联动处置、每
月联席会商制度，统一安排网格勤务，共同做好
服务管理工作，夯实基层平安根基。

率先将镇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网格
化服务管理中心、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整合为“平
安前哨”指挥室的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
李志明介绍，派出所不仅搭建了“网格+警格”
融合联动平台，实现资源对接，并打通与区域治
理指挥中心对接通道，为网格服务管理提供精准
数据产品。网格管理人员进驻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合署办公，统筹网格工作开展，24 小时运行，
确保指挥调度集中、流转流程高效、反馈监督统
一。

而走进南通市海门区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
区“平安前哨”指挥室，又是一番景象。记者看
到，园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与三星派出所
综合指挥室分设两处，但通过平台对接、工单、

警单交互，聚力“双网融合”，升级打造出一个
“网格+警格”联动处置的“大脑”，为高效处置
网格事件提供精准支撑。

“不只是名称变了，工作内容也增加了。在
这里，2名网格工作人员常态进驻派出所综合指
挥室，参与对网格内案件警情进行分流调度和监
测管理，同时接受园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的指令。”三星派出所所长吴彬说，他们不同于
合署办公模式，通过规范化运行机制、可视化分
流调度、智慧化手段支撑实现了融合联动。“平
安前哨”指挥室和园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一体化运作，通过“网格+警格”一张图平台，
打通政务数据和公安数据融合渠道，用信息化手
段精准指引网格长、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干什么、

怎么干，“双脑一心”，实现了1+1>2的效果。
按照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南通市公安局大力

推进公安“数据云”建设，升级数据汇聚、治
理、赋能、安全等技术手段，打造以警务数据中
心为特色的数据应用服务大基座。依托市域社会
治理“城市大脑”，创新“政务+公安”大数据
双网双中心建设模式，打通政务数据和公安数据
融合渠道，并将其作为警网融合的基础支撑，制
定数据标准，汇聚数据资源，搭建数据中心，努
力实现各类数据的全量汇聚、联通共享。通过双
网双中心，强化公安网数据和政务网数据的融合
治理，研发建成“‘网格+警格’一张图”平
台，为网格管理提供更加精准、全面的数据查
询、核验和建模服务。实现基本概况、数据赋
能、预警推送、质态监测、可视地图五大功能屏
上展示，深化要素管控、流动人口、关注人员、
矛盾纠纷、风险隐患五大领域赋能应用，统一规
范标准、优化工作流程，实现多层级间指令互
通、指挥联动。

变 “单线作战” 为 “齐抓共管”
构建党委领导、公安主导工作格局

变 “ 单 打 独 斗 ” 为 “ 联 动 共 治 ”
整合力量、打造多元化网格队伍

变 “物理整合” 为 “深度融合”
“网格+警格”联动插上“数据翅膀”

变 “ 一 枝 独 秀 ” 为 “ 百 花 齐 发 ”
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平安前哨”工程

有着“上海北大门，过江第一站”美誉的平潮
高铁新城，在建设平安前哨、推动“网格+警格”融
合联动的过程中，按照“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思
路，着力打造镇、村两级联动处置队伍。在镇级层
面，由公安派出所牵头，会同城管、安监、市场监
管、司法、环保、供电、供水等7个部门组成“网格+
警格”融合联动处置大队，主要负责警务警情和网
格事项的联动处置；在村级层面，由 4到 5名网格
长组成“网格+警格”融合联动处置分队。

“网格事项接处一把抓，化解再分家。”南通市
通州区公安局平潮派出所所长成鹤银说，镇村两
级联动处置队伍的建立，解决了一些部门“有责无
人”的难题，打破了网格员“有人无权”的瓶颈，与
镇综合执法部门形成互补，为每一起网格事项的
处置打牢基础、赢得先机。

位于海门区的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是
全国最大的家纺生产、销售和集散基地，社会治
理、治安管控难度很大。海门区公安局三星派出所
在探索推进“平安前哨”工程建设中，在抓实传统
网格工作的同时，着力打造“指尖网格”，前移工作
触角，促使叠石桥家纺城矛盾纠纷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33%、刑事案件同比去年下降了25%。

从“海安样板”到“平潮
模式”，再到“海门力量”，南

通各地正在深入推进“平安前哨”工程建设，努力
从源头上提升全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
性风险能力，从基础上提高全市社会治理现代化
水平，从根本上筑牢南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基石，竭力为“江苏之治”贡献南通经验。

★“平安前哨”工程：

“平安前哨”工程是新一轮“网格+警
格”融合建设的系统工程。

把平安作为最大的民生，深入落实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深化
网格警格指挥体系、责任体系、力量体系、
保障体系融合联动，聚焦平安稳定、聚力基
层基础、突出共建共治，着力将网格建成感
知风险第一触角、化解矛盾第一阵地、守护
安全第一防线、服务群众第一窗口，用网格
的“小平安”构建全省“大平安”。

★网格：

网格是指在城乡社区、行政村及其他
特定空间区划之内划分的基层服务管理微
单元。根据“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理方
便、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的原
则，在社区 （村） 现行行政区划框架内，
城市社区以居民小区、楼栋等 （大体按 300
户左右） 为基本单元，农村以自然村落、
村民小组或一定数量住户 （大体按 200～
300 户） 为基本单元，统一划分设置，配备
服务管理人员，整合各方面力量资源，综
合运用人力、科技等多种手段，为城乡居
民提供服务和进行管理。

★警格：

简单的说就是警务区，警务区是公安
机关加强社会面控制，强化治安管理，在
城市或乡村分片区设置的治安管理单元。
一个公安派出所根据辖区的管辖范围设置
若干个警务区 （警格）。城市由一个社区对
应一个警务区、农村多个村 （一般情况下 2
到3个村） 对应一个警务区。警格以“一对
一”或“一对多”形式与网格实现无缝对
接，形成“信息联采、治安联防、纠纷联
调、服务联做、平安联管、风险联查”的
工作格局。

★“平安前哨”指挥室：

依托公安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和乡镇
（街道） 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网格化
服务管理中心），配备必要的指挥通信手
段，实现网格警格力量在线、要素上图、
智能指挥、可视调度、实时互动，全程掌
控网格警格工作人员动态和事件处置现场
情况。目前，分为协同联动模式的“平安
前哨”指挥室和合署办公模式的“平安前
哨”指挥室。

★“平安前哨”工作站：

通过在城市社区警务室、农村中心警
务室加挂“平安前哨工作站”的牌子、增
设网格员工作场所等方式，建立完善网格
警格基础要素联采联用、风险隐患联排联
控、辖区治安联防联护、服务群众联动联
送等工作机制，把警格要素嵌入社区网
格，把力量资源下沉实战一线，把平安稳
定的感知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最前端末
梢，着力打造“平安前哨”工程的桥头
堡，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排头兵，践行新
时代“枫桥经验”的主阵地，实现 1+1>2
的良好效果。

【名词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