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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拥有12000多名民辅警，如何管好
这支相对庞大的特殊队伍，我市曾经做过
许多探索。

2016 年，提升邵阳公安队伍管理的历
史节点到来了。当年，市公安局党委创新
公安队伍管理模式，通过先期试点、城区试
行和全面推广三个阶段，在全警实施民警
绩效考核“一网考”，一举实现了“干与不
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三个“不一样”的
目标。

这是 11 月 5 日来自权威部门的一组
统计数字：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全市公安机关受理群众举报投诉起数、
民警违法违纪案件和查处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 42.3%、75%和 51.2%；全市刑事发案
同比下降 17.6%，民转刑案件同比下降
32%，现行命案同比下降 46.67%，创 15 年
来最低。

“邵阳公安‘一网考’是新时代前沿科
学技术水平与新时期邵阳从严治警理念的
完美结合，效果堪称‘神奇’！”湖南省社科
院研究员向志柱表示。

而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新的历史节点，市公安局党委又
在第一时间将主题教育与“一网考”有机结
合起来：把主题教育工作开展的时间节点、
活动要求等全部内容纳入“一网考”考核指
标，让主题教育成果切实转化成看得见、摸
得着的分值，为我市公安机关抓思想、管队
伍、促工作提供了有力抓手。

那么，“神奇”的邵阳公安“一网考”到
底“神”在哪里，“奇”在何处？

“建”字上下功夫，以“责权利”

破解“粗糙随意”

顺应新时代创建“一网考”。我市公
安机关在充分参考苏州、无锡、常州等地
先进公安队伍考核模式基础上，经过多
方调研、充分论证，制定了严密科学的建
设方案和实施计划，并与南京才丰软件
公司合作，依托公安网络和业务系统，结
合邵阳公安实际，建立了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民警岗位绩效“一网考”工作机制
和平台。

划分三个维度设置“一网考”。我市公
安机关将考核指标划分为三个维度：关键
指标考“绩”，实行量化记分考核，引导民警
抓住重点，优先完成核心工作目标；鼓励指
标考“能”，实行加分考核，引导民警提升能

力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督查指标考“德、
勤、廉”，实行扣分考核，引导民警遵规守
纪，实现全面发展。此外，该系统每月可补
充完善考核指标，支持灵活多变的考核要
求。如在建国七十周年安保维稳工作期
间，我市公安将“四大举措”“四个不发生”
等考核标准，纳入“一网考”考核指标，强力
推动了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被省公安厅评
为“建国七十周年安保维稳工作先进单
位”。

紧扣责权利实施“一网考”。坚持“考
核权和管理权相一致，实行下考一级”，市
公安局以局属各部门、各县级公安机关以
所、队、室、中心等基本建制单位组织实
施。每月对督查考核指标执行情况进行网
上抽查和专项督察，并实时通报扣分，民警
考核情况与本单位主要领导的绩效考评实
施捆绑。2018年以来，共检查基层单位上
千次，编发督察通报386期，被通报扣分的
民警达3760人次。

“评”字上做文章，以“云计算”

破解“考不堪言”

考核主体实行两级评鉴。为最大限
度 保 证 考 核 的 客 观 公 平 ，我 市 公 安 将

“一网考”的主体分为考核人和审定人，
考核人为民警的分管领导或直接领导，
审定人为民警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同
时，各级公安机关成立考核委员会或考
核领导小组，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管
理，为考核结果的最终评定提供了一条
权威通道。

考核手段实行网上考核。我市公安
创建民警岗位绩效考核系统，与警务综
合平台的执法办案系统、社区警务信息
综合管理系统和政工信息系统等业务数
据对接，最大限度实现了数据自动关联
和抽取，做到自动计算、每天更新，尽量
减少民警工作记录和考核数据的手工操
作。系统具备实时查看和数据分析等功
能，用“电脑”代替了“人脑”，实现了“人
在干，云在算”。

考核方法上实行记分评定。我市公安
坚持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定量考核与定
性考核、全面考核与重点考核、领导评鉴与
群众评议四个相结合，实行月度考核、季度
考评和年度总评，考核记分实行百分制，设
基本分、加分和扣分。月考、季评排名公
示，年度评鉴等次，分优秀、合格、基本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次，依据各等次评定条
件，优秀最多不超过20%，合格原则上不超
过70%，60分以下均认定为不合格。

“用”字上求突破，以“三挂钩”

破解“吃大锅饭”

与政治待遇挂钩。我市公安将公务员
年度考核、干部选拔任用、职务与职级并
行、后备干部推荐、岗位人才评定等政治待
遇全面挂钩。2016年以来，全市共有35名
民警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因月度考核优秀
等次未达到50%而失去参加竞选资格；6名
民警因月度考核仅为基本合格，在公务员
年度考核中未能评为称职等次；有5名民警
因月度考核不合格，致使2017年度不计算
为两个序列改革、技术等级评定中的任职
年限而延迟晋升；有9名民警因连续3个月
考核成绩排名倒数后三名而被调整工作岗
位，有力解决了政治待遇上“吃大锅饭”的
问题。

与经济待遇挂钩。各考核单位从政
府年度绩效考核个人奖金中，每月抽取
400 元与“一网考”月度考核结果挂钩，按

“一网考”月度考核得分排名分 A、B、C、
D 四个档次发放，让得分高低、等次好坏
拉开差距，激励民警改进工作、奋发有
为，从而有力地解决经济待遇“大家齐步
走”的问题。

与荣誉激励挂钩。民警年度立功受
奖、综合性表彰、评先评优，年度总评须为
优秀等次；民警战时立功受奖、专项工作表
彰，须无不合格情形。自开展“一网考”以
来，全市公安机关有576名民警因“一网考”
年度总评优秀而立功受奖，28名民警未评
定优秀等次而被取消立功受奖、评先评优
资格，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表彰奖励“分指标
搞平衡”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看，我们邵阳公安‘一网
考’的‘神奇’之处，是通过真抓、真考、真
用，真正让想干事、干成事的民警在政治上
获得优待、在心理上找到平衡，让那些不想
事、不干事的民警思想上受到触动、行为上
引起警觉、职位上感到危机。”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朱建龙说。

“神奇”的邵阳公安“一网考”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陈法官，感谢您帮我追回了 40
多万元的赔偿款，要不是你们的帮
助，我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
活”。10月30日，申请执行人董某在
家人的陪同下，从武冈市大山深处的
甘田村赶到北塔区人民法院，将一面
印有“刚正不阿，体恤爱民”字样的锦
旗，送到北塔法院执行法官陈亚辉手
中，对执行法官三年来坚持不懈的努
力表示感谢。

董某与蒋某、邓某系相识的朋友。
2010年6月，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蒋某提
议三人合作开办一家汽车修理店，邓
某、董某一拍即合，当即表示同意。
2011年12月，董某、邓某在汽车修理作
业时，因操作不慎，被忽然塌下的维修
车辆压成重伤。董某被诊断为脊髓损
伤术后截瘫，经司法鉴定构成二级伤
残，丧失了劳动能力。董某的家境并不
富裕，一家子全部依靠董某修车的收入
来维持，出事以后，妻子离家出走，父亲
因罹患尘肺病住院，自身还需大额治疗
费。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董某走上法
庭，向蒋某、邓某索取赔偿。

2016年7月15日，北塔区人民法
院判决蒋某、邓某分别赔偿董某损失
314238.75元，并互相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但蒋某、邓某一直迟迟未支付赔
偿款。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该案承
办法官陈亚辉得知董某的困境后，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一边积极帮助他申
请司法救济，为其争取到了11万元的
司法救助款，帮助用于康复治疗。一边
积极搜寻被执行人下落，限制其高消
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滚动追
踪查询其名下财产，穷尽一切执行方
式，查找财产线索。经过多重联动布
控，执行法官终于查找到蒋某的工作
地点，并将其带回法院。2017年3月27
日，执行法官驱车80余公里带领蒋某
夫妇一同来到行动不便的董某家中当
面协商赔偿事项。经法院调解，蒋某承
诺分期支付赔偿款，董某自愿放弃对蒋
某连带赔偿责任的追偿。

为确保申请执行人董某的伤残
赔偿款顺利到位，执行法官加大了对
被执行人邓某的强制执行力度。今
年2月1日，经过多次蹲点，执行法官
将邓某拘传至法院。在法院的强大
压力下，邓某与董某达成和解协议，
计划分两年逐步支付赔偿款。10 月
14日，蒋某按时将最后一笔赔偿款10
万元当场交付给董某。至此，董某的
执行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来自大山深处的锦旗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孙红梅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10月28日，隆
回县交警大队宣传民警来到隆回友谊驾校，以“细节关
乎生命 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开展交通安全文明宣
讲，引导该驾校近300名学员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宣讲活动中，交通民警现场展演了交通指挥八大
手势，让学员们了解到在遇上交警现场手势指挥时的
通行注意事项。

随后，宣传民警匡慨讲述了发生在隆回境内一个
个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播放一个个交通事故视频，
声情并茂地讲解了超速行驶、酒驾、醉驾、毒驾等交通
违法的危害性，告诫大家应拒绝“三驾”、不要违法驾
驶。活动中还设置“我来做，你来猜”有奖问答互动环
节，帮助学员们认识交通标志，希望大家在养成自身
良好驾驶行为习惯的同时，当好交通安全宣传员，让
交通安全知识及安全意识普及到更多人。

随后，部分学员分享了参与此次“细节关乎生
命 安全文明出行”主题活动的感受。活动当天，还
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资料300余份。

安全文明宣讲进驾校

▲董某向执行法官陈亚辉送上锦旗，表达感谢之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汤伟
志） 10月28日，刘某凤紧紧握着邵阳快警新宁步行
街平台快警队员们的手，激动地表示道：“谢谢你们救
助我晕倒在地的老父亲，你们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
啊！”

当日15时许，邵阳快警新宁步行街平台快警朱
明旭正和队员们在县城的解放路开展车巡。

“街面巡逻组注意，在东风路人行道上有一位老
人晕倒在地，请立即前去处置。”一道急促的指令通过
朱明旭手中的对讲机传达。警情就是命令，快警队员
们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朱明旭发现一名老年男子躺在人行
道上，脸色苍白，意识模糊。老人身旁围满了过路群
众，现场空间狭小，通风不顺畅。朱明旭见状迅速组
织队员们疏散围观群众，以保持空气流通。

在快警们的悉心照顾下，老人逐渐恢复意识，但
仍不能言语。看到老人身体好转，队员们小心翼翼地
把老人从地上扶起后安置在一旁的椅子上坐好。细
心的朱明旭发现老人手中紧紧地握着一部手机，他将
手机拿了过来，通过翻阅手机中的通话记录，朱明旭
指着通话次数最多的刘某凤的名字询问道：“老人家，
这是不是您的家人。”老人微微点头示意，朱明旭立即
拨通刘某凤电话。

原来老人名叫刘某灯，刘某凤系其女儿。刘某灯
身患疾病，当天上午从崀山镇家中前往县人民医院做
治疗，治疗完后在回家途中，因中午尚未进食导致身
体虚弱，晕倒在路旁。

在知晓事情原委后，快警从周边饮食店买来一碗热
气腾腾的面条，一口一口的将面条喂进老人的口中。

此时，老人的女儿神色匆匆地赶到了现场，当她
看到父亲平安无事后长舒了一口气。

老人路边晕倒

快警及时救助

11月5日上午，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围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党员民警开展“担使命
履职责，矢志为民服务”主题党课活动。图为支队党委
书记、支队长刘定湘(中）为广大党员民警授党课。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快警在询问老人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