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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 数据赋能推动社会治理走向“智治”

社会治理现代化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市域治理
做得怎样，事关人民
安居乐业、事关社会
安定有序、事关国家
长治久安。

近年来，垫江全
力抢抓大数据人工智
能带来的重大战略机
遇，以开展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
手，积极探索具有垫
江特色的市域社会治
理新模式，扎实开展
“枫桥经验”垫江行
动，不断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通过加强
“雪亮工程”建设联网
应用、加强网格化服
务管理体系建设、加
强治安防控信息化平
台推广应用、加强智
慧政法基础平台建设
等方面，努力打造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垫
江样本，确保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扎
实推进。

打造智能防控体系
“雪亮工程”守护群众平安

走在垫江的大街小巷，路边一个个
白色的摄像头就像一双双雪亮的“眼
睛”，时时刻刻守护着群众的平安。

桂阳街道地处垫江县老城区核心地
带，辖区内老旧小区多、“三无”小区多，
这些小区整体安全防范能力弱、发案多，
卫生环境差，管理困难，入室盗窃等案件
时有发生。

伴随“雪亮工程”实施，桂阳街道
各小区纷纷装上了监控摄像头，安全
防范能力进一步增强，社区治安不断
向好。

“看到摄像头就很有安全感，只需要
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不仅可以通过
监控看到家附近情况，遇到危险还能一
键报警。”说起“雪亮工程”带来的变化，
桂阳街道居民们点赞连连。

摄像头就是居民平安的“保护神”。
在垫江，像桂阳街道这样依托“雪亮工
程”打造智能防控体系，守护群众平安的
案例不胜枚举。

“雪亮工程”推广以来，垫江建立了
全区域、全时段、全天候的视频监控网络
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

用、全程可控”，有效地织密了基层治安
防控网，为老百姓撑起了“平安伞”。

同时，垫江县还积极推进“雪亮工
程”与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融合共建，加
强视频监控补点扩面。一期工程投入
6000余万元，在建设视频点位1000余
个。

此外，在智能交通建设方面，垫江加
快智能交通系统改造升级，加强重点行
业、领域和社会面视频图像信息资源联
网整合，推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等技术
应用，提高自动比对报警、精准打击、整
体防控水平。

推动治理体系建设
“三网合一”提升服务效能

除了“雪亮工程”，让老百姓称道的
还有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通过“三网
合一”，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以前有什么问题，要找好多个部门
才能解决。现在好了，有困难，直接找社
区网格管理员。”作为“三网合一”受益者
之一，桂溪街道南街社区居民董爱民感
触颇多。

原来，董爱民居住的小区有一家火

锅店，油烟污染让整个小区居民苦不堪
言。不仅如此，火锅店还存在违章搭棚、
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

“居民沟通了几个月，一点用都没
有，街道、社区、建委等部门多次上门协
调依然我行我素，多亏了网格员车轮战
式的耐心劝导，商家才同意改了烟道，并
拆除了违章建筑。”董爱民认为，“三网合
一”后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所有问题都

“有人管了”。
董爱民的感受，正是垫江以“三网合

一”提升服务效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的最好证明。

为进一步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垫
江县不断加强“全科网格”建设，整合网
格资源，结合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县
创建，大力推进城市党建网格、综治安全
网格、城市管理网格“三网合一”试点探
索，建成了街道（一级网格）、社区（二级
网格）、小区楼苑（三级网格）。

同时，垫江还积极推进网格化服
务管理平台与综治中心合并运行、集
约管理、集成服务、上下联动、部门协
同，让基层群众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
的服务。

探索智慧监管模式
破解重点行业监管难题

寄递行业的高速发展，给社会安全
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行业监管缺力量、
机制不健全、企业主体责任难落实等现
实问题普遍存在。

为破解行业监管难题，垫江率先在
全国直辖市中成立了首个县级邮政管理
局，并探索完善了“一整合四统一”寄递
安全监管新模式。

走进垫江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一
派繁忙景象。圆通、申通、百世汇通等多
家快递公司快递包裹汇集到此，由快递
员进行分拣，然后通过传送带，进行X光
安检。

“只有把好源头关，才能让每一单快
递安全上路，每个快递在出港前都要进
行安检，合格的才能贴上安全标识。”垫
江县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
寄递行业安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垫江
县在工业园区调剂了78亩土地，建成快
递物流集散中心，实现了所有递寄物件
统一入园、统一安检。并对企业和从业

人员实行“一企一档、一人一档”实名登
记管理，通过“寄递管家”APP手机客户
端逐一建立台账，全面实现阵地管控“零
缝隙”目标。

为统一物流管理，垫江县依托寄递
企业合资成立丹桂物流有限公司，在24
个乡镇建立起快递配送点，进行统一集
中配送，有效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寄递
行业标准化水平。

目前，垫江县寄递物流已全部实现
实名登记、开箱验视、X光机安检“3个
100%”。

积极推动创新变革
智慧政法基础不断夯实

垫江县始终坚持科技兴警，深化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应用。建成400平方
米的合成作战侦查指挥中心，集“警、情、
指、行”于一体，打造起了公安“最强大
脑”，努力推动科学技术与公安工作深度
融合。

通过综合情报中心、视频侦查、刑侦
情报、视频巡查、电子围栏等功能，垫江
实现了由警种合成向数据融合转变，促
进侦研智能串并、布控高效灵敏、审讯深
挖彻查，并成为全市首批“智侦工程”建
设试点单位，在全国刑侦信息化应用建
设现场会作经验交流。

公安“最强大脑”，只是垫江推进“智
慧政法”建设的其中一个亮点。

“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打造政法工作
全数据流转、全流程覆盖、全业务协同、
全过程监督的新模式，以此助力政法系
统实现科技创新与体制变革的融合。”垫
江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智
慧政法”建设，不仅实现了法、检、公、司
等政法部门有效联网，推动公正司法高
效运行，形成互相监督、互相配合的信息
化系统，还实现了对公安民警、法官、检
察官、律师等人员依法履职履责的有效
监督。

张亚飞 况宇 唐楸
图片由垫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垫江快递物流集散中心正对递寄物件进行可视化安检

垫江县公安局合成作战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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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装饰城大变革 成功转型新商业模式

日前，由商务部流

通业发展司、中国建筑

材料流通协会共同发布

的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

数（BHI）显示，全国规模

以上建材家居卖场2020

年上半年累计销售额为

2752.84亿元。

在面临着整个行业

经营下滑的情况下，已

在重庆屹立23年经久不

衰的临江装饰城虽然受

到的影响较小，但也极

力在变革寻找新的生

机，目前该市场经过调

整、扩招，能达到近百分

之百的出租率。他们是

如何做到的？

产品换代升级
禁止低劣产品入市

走进位于马家岩的临江装饰
城，宽敞明亮的现代装修风格，精
致、统一，显得特别清爽时尚。原
来，这是该市场今年启动了提档升
级的结果。今年4月，在新时期、新
形势的驱动下，临江装饰城召集了
全体商家召开座谈会，使商家认清
目前的行业经营形式，传统的经营
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创新，否则难以
生存必遭淘汰。转型成为建材行业
的新商业模式。

如何转型？据了解，今年以来，
临江装饰城由原来的批发市场转型
成为中高档市场，在进行了充分的
研究及市场调查分析后，从商家的
经营意识开始，到商铺的装修升级，
产品换代更新，销售方式的转变，提
升服务意识等全面落实。

“打铁还需自身硬，产品是本
次转型的重中之重。没有好的产
品，在市场就没有卖点，就无法经
营。”临江今年要求每一个商家对
自己的产品进行评估。优胜劣
汰，全面更新，严格禁止低劣产品
入市。

因此，临江装饰城各商家今年
纷纷到全国各地以及展销会寻找新
的产品。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已经
有近200户商家完成了产品的升级
换代，引进新产品、新商家100余
家。

服务升级
奖惩结合，严把商家

服务关

“产品好，价格公道，服务周
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就少了扯皮
的麻烦，而如果商家在经营服务上

做得细致周到，便可不愁生意，不
愁回头客。”建市以来市场就提出
了：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并要求
商家建立系统的“售前+售中+售
后”服务制度，但以前生意好做，钱
好赚，但仍然有少数商家对服务不
够重视。

服务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售后
服务。如果说产品质量好，可以为
建材商家避免质量纠纷，而售后服
务做得好，那便可为商家带来不少
回头客。因此，今年临江装饰城，
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要求
商家建立销售服务档案，把售后服
务做精做细。避免遭到消费者投
诉。

“服务做得好的商家，我们用星
级评定进行鼓励，做得好的营业员，
我们评优秀营业员。”鼓励商家把好
服务关，对严重违规的商家，淘汰出
本市场。

诚信经营
诚信经营，杜绝暴利，

谢绝回扣

“高端建材，杜绝暴利；诚信经
营，谢绝回扣”是临江装饰城的经营
理念，该市场曾于2015年获得了由
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全国诚信示
范市场”的荣誉称号。临江装饰城
一向秉承诚信经营的市场宗旨，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倡导合理利润，
实价实卖，杜绝暴利，谢绝回扣。深
受广大消费者欢迎。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必须
遵循“明明白白消费，实实在在让
利”原则，杜绝加价后“打折”“返券”

“返现”等误导消费者行为；
倘若消费者想知道商家的信誉

度、公信力如何，只需要到大门口看
公示结果便知。

至2018年开始，在大量家居市
场商家入驻率急剧下滑的情况下，
临江装饰城达到几乎能达到百分之
百的出租率，实属罕见。

维护消费者权益
市场监管决定市场的

竞争力和生命力

市场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市

场就会鱼龙混杂，乱象丛生。临江
装饰城因连续几年没有消费纠纷
投诉，2015年在同行业中，被国家
工商总局评为重庆市唯一一家诚
信示范市场。这跟该市场专业管
理团队对商家的规范管理离不开，
他们对商家的商品质量、环保指
标、经营状况、服务、销售纠纷处
理、售后服务的监管一律按法律法
规市场制度进行规范。至始至终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市

场的信誉度和知名度，推动市场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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