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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公安”建设过程中，中山市公
安局广借外脑，充分发挥中山公安在公安
科技信息化建设的政策优势及公安工作中
的实战经验，先后与北京大学、华为、海康
威视、高德等高校、知名企业、科研部门对
接，全方位开展科技战略合作，将中山变成
新技术在公安领域落地的试验田和孵化
场，在污水验毒监测、大数据建设、智能视
频技术、交通治堵等项目上，取得了显著成
效。

通过近两年的智慧公安建设，市公安
机关新型智慧警务模式初步成形，打防管
控建水平不断提升，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
定的能力明显增强。2017年，中山市第六次
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称
号，第四次捧得“长安杯”；在“2017年中国
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上，中山位列全国第
五、广东第一；2018年 12月，在由中国扶贫
开发协会、国家信息中心、求是《小康》杂志
社联合主办的“2018第十三届中国全面小
康论坛”上，市公安局“智慧公安”项目荣获

“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
2018年，中山市立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4.1%；破案同比上升0.65%实现了2012年以
来刑事发案“六连降”、2014年以来刑事破
案“四连升”。广东省副省长李春生到中山
市公安局调研时高度评价：“智慧公安建设
很好，就是要发挥智慧公安的支撑引领作
用，给全省提供了‘中山样板’”。

结合了智能视频技术的“鹰眼”，为警方
打击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郑泽晖（前排右三）检查基层分局“智慧公安”建设。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综合分析运算能力，将多部门线索进行智能碰撞，产
生高质量情报，可以主动发现可能存在的警情和案件。

中山扎实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建设成效显著，为广东提供“中山样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安也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传统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治理的

需求。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

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朝着

“智能”“智慧”方向发展。

8月15日，省委书记李希到中山市，深入企业、社区、服务窗

口和项目建设现场，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贯

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进行调研。在市公安局警企联创

中心，李希详细了解了“智慧公安”建设情况，对中山公安集成全

国智力为我所用的创新做法予以肯定。

事后，市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

李希在中山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市公安局贯彻落实意见。副

市长、公安局局长郑泽晖强调，全市公安系统要深刻领会李希书

记有关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此前，《求是》杂志社主办的《小康》刊物曾有报道，称中山“智

慧公安”建设全国领先；瞭望中国网同样给予积极评价，称中山

“智慧公安”建设“走在时代前列”。

智慧公安建设中，我市都做了哪些工作创新，取得了怎样的

成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山公安智慧新警务还有

哪些工作正在进行，将给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在加快建设的进程中，警务云大
数据中心率先完成建成，计算和存储
能力较之前分别上升 8倍和 30倍以
上，“智慧公安”新建应用和各警种专
业应用完全得到硬件方面的满足，全
局大部分应用都被迁移上云。随着大
数据应用平台建成投入使用，汇集数
据种类较之前上升5倍以上。依托大
数据平台，研发了“一车一档”“可视
化关系推演”“数据魔方”等应用，有
效支撑了基层实战需求。

大数据如何实际地应用于实战
中？市公安局科信部门负责人结合

“智情预警”“智感防控”加以了解读。

关于智情预警，即利用当前已成
熟的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集多
维度回溯、高精度预警的智能应用体
系，实现行为轨迹全面刻画与犯罪趋
势、区域预测，并逐步由轨迹预警向
模型预警转变。

关于“智感防控”，可以通过对视
频监控和智慧卡口的科学建设，形成
立体感知网，而这种感知网，依托实
时感知到的数据，结合实战模型，多
维度掌控有关人员的动态与关联信
息，通过运用建模工具对数据进行深
度挖掘，提升犯罪的主动发现能力，
牢牢掌握打击防控主动权。

根据建设“智慧公安”的总体思
路，市公安局围绕群众广泛关注和
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秉承“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理念，开
发建设了“中山警民通”APP，落实自
助服务大厅，升级便民服务。

这些服务将给市民带来哪些便
利？市公安情报信息中心有关负责
人胡忠建介绍说，24个镇区自助服
务大厅落实到位以来，居民不出镇

区即可实现就近自助办证。而“平安
中山便民服务APP”的功能将非常
强大，不仅实现交通违章罚款在线
缴纳，还可进行交警业务预约，包括
机动车查验、核发检验标志、免检车
核发检验标志等 47项交警业务预
约，解决交警业务办理排队难、时间
长的问题。消防申办在线助手能提
供消防场景式服务，为业务办理人
创建一个虚拟的办事环境，引导办

理人按流程一次把事办好。
比如，你只要点击“中山警民通”

中的“一键挪车”选项，随手一拍车
牌，第三方平台会以短信+云电话客
服的方式，联系车主前来挪车；“平安
地图”汇聚公安机关、典当行、锁业、
印章等机构信息，通过平安地图定位
当前位置，周围服务机构尽收眼底。

在中山，这样便捷的服务正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老百姓家门口。

今年7月，港口公安分局功打掉
盗窃“三车”团伙 6个，抓获嫌疑人
15名，追回被盗车辆 10台。这一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智慧公安”的强大
作用。分局根据辖区盗车案频发的
情况，将盗贼作案的时间、地点、手
法等规律生成一张高发案“热力
图”，指导告破了这些案件。

“飓风 2019”行动开展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依托“智慧公安”平台，
科学谋划，主动出击，创新智慧侦查

应用，丰富侦查打击战法，严密防
控、精准打击各类突出刑事犯罪和
新型违法犯罪，通过全市各级公安
机关的努力拼搏，有关职能部门的
协同配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参与，取得了立案同比下降，破案
同比上升的大好形势。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一直高度重
视命案侦破工作，今年全市现行命
案被全数侦破，其中包括社会影响
较大的恶性案件坦洲“3·10”杀人碎

尸案、横栏“4·03”投毒案。另外，通
过对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应用，8起命
案积案告破，其中 4起为 15年以上
积案；打防“双抢”方面，通过组织开
展“打双抢、降警情、多破案”专项行
动，将“双抢”案件上升到命案规格
进行侦破，现案破案率高达 97.1%；
网上追逃工作成效突出，利用“智慧
公安”资源优势，警方开展精准行
动，深入“清网”，共抓获目标逃犯超
过千人。

“智慧公安”是怎样建成的？
从清晨中山路上如织的车流，到

夜晚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上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山这座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节点城市每天都在高速地运转
着，道路、城轨、建筑也不断向天空地
下、四面八方延伸拓展。城市快速发展
的背后，各类数据信息同样在高速流
转，它是城市的另一份“晴雨表”。

新的时代，中山“智慧公安”建设
创新出发，庞杂的大数据正被梳理编
织成一张城市安全网。这不仅是公安
工作科技含量的一次提升、现代警务
流程的一次再造，也是对接中山“智
慧城市”建设的一次先行探索，更是
增添中山市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
感的一次改革创新。

“智慧公安是公安建设的一次战
略性升级，时代和城市日新月异的发
展已经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全体公
安民警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市公安局科信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实际上，城市日常运营的安全压
力与日俱增，海量数据等待梳理和分
析，需求的变化决定了顶层设计的调
整和升级。如果依靠传统方式来管理
城市，加强安全和服务，现有警力完
全不够用。

这位负责人说，2017年 5月份，
市公安局按照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郑
泽晖建设“智慧公安”的超前理念，在
分析信息化建设基础和大数据发展
应用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出发，制
定了《中山智慧公安信息化建设三年
规划（2017-2019）》。“一中心、五平
台”是中山智慧的总体框架，包括搭

建警务云大数据中心，建设智情预
警、智感防控、智侦合成、智服惠民、
智管强警五个平台。

为使规划落到实处，市公安局还
制定了“五智五精”实施路径，即推进

“智情预警”建设，实现“精密维稳”；
推进“智感防控”建设，实现“精确防
范”；推进“智侦合成”建设，实现“精
准打击”；推进“智服惠民”建设，实现

“精心服务”；推进“智管强警”建设，
实现“精细管理”。

路径有了，需要确定时间。很快，
“一年起步、两年加速、三年成型”时
间限制被定了下来。也就是说，通过
三年的建设，需要形成一个高度集
成、高度共享、高度智能，贯穿打、防、
管、控、建等环节的“智慧公安”警务
体系，实现警务资源高效集约应用和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全新变革。

理念先行让决策精准到位

加快建设让数据服务实战

警务云大数据中心搭建成功
后，“智慧公安”带给我们普通百姓

的是越来越安全和方便的生活，它
不仅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也给

公安机关破案等工作带来了难以
想象的变化。

“智慧公安”给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小孩刚进小区门口，正在单位
办公，家住火炬开发区合生帝景苑
林先生的手机就“嘀”了一下，打开
一看，是一张自家小孩回家的照片，
照片不仅能看到小孩清晰的面孔，
而且还有具体的时间和相关信息。
看到这些，林先生可以完全放心地
上班了。帮他实现这些的是小区出
入口安装的人脸识别系统，这个系
统不用业主或住户佩戴门禁卡，可
直接“刷脸”进门。

去年5月以来，火炬开发区公安

分局按照市公安局“智慧公安”的总
体规划，加快建设“智能防控小区”
项目，并在盈翠花园、合生帝景苑两
个小区试点，截至发稿时，两个小区

“零发案”。
东区朗晴小学门禁闸机口，71

岁的张老稍微下蹲，脸对准手掌大
小的识别屏幕，闸门瞬间打开，他可
以进校接孙子放学了。安装在朗晴
小学大门口的这套智能人像识别门
禁系统，识别面板上方搭载了300万
像素高清摄像头，正确率可达99.5%

以上。即便是在阴天或夜晚等弱光
条件下，摄像头上方的 LED灯还可
以自动补光，帮助清晰成像。去年 9
月试点启用，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
上，今年入选中山十件民生实事之
一，成为“智慧安防进校园”项目。

根据安排，“智慧安防进校园”
项目由市公安局牵头，市教体局配
合一起实施推广，2019年内拟完成
21间中小学和幼儿园的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项目建设预算约为 586万
元，受益群体约10万人。

年内21所学校实施“刷脸”接孩子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就可以少跑腿

“智慧公安”有多厉害，用事实说话
2018 年 7 月 19 日，世界权威学

术期刊《Nature》（自然）发表了一
篇题为《中国扩大检测污水范围
以监控毒品滥用》的文章，第一次

以中山市“污水验毒”为例向全球
报道中国在污水毒品检测探索上
的领先地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
境学院李喜青研究员介绍，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只是把污水分析
结果用于流行病学研究，最早将
该技术从实验室引入禁毒实务的
则是中山。

实际上，中山能在“污水验毒”
方面予以探索，其基础也源于“智慧
公安”建设。《Nature》的报道中所提
及的一起制毒案件发生在 2017年 6
月 26日——国际禁毒日。当日，5个
行动小组同时行动，将团伙的7名制
毒团伙成员抓获。这是中山市公安
局采用“污水验毒”技术循线破获的

一宗贩毒案，抓获当日，中央电视台
进行了直播。

随后的时间里，中山公安利用
污水采样分析，先后锁定三个监测
异常小区，抓获吸贩毒人员 275名。
项目建成一年的时间里，警方通过

“污水验毒”，共破涉毒刑事案件 45
起，抓获吸贩毒人员341名。

“污水验毒”技术是如何奏效
的？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冯立
洲说，污水验毒技术监测精度非常
高，理论上，5 克毒品倒在与西湖
体量相当的水里，都可检测出来。
在污水处理厂检测到毒品成分，通
过分析追踪，可以追查到具体小
区。

5克毒品倒进西湖都可检测出来

“智慧公安”给力“飓风行动”捷报频传

广借外脑
为广东提供“中山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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