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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斗门区婚调委
来了一男一女。

“我来这里是想申请离婚
的。”程女士一开口就哭了起
来，断断续续地诉说自己在丈
夫贝先生那里感受到的委屈。

工作人员与之交谈得知，
夫妻俩裸婚奋斗到现在，已经
拥有两套房一家餐厅，日复一
日地工作从来没休息过，两人
因为餐厅管理问题发生矛盾，

不自觉地把情绪带到生活中，
导致矛盾不断升级。经过调解
员的开导与教育，双方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和过错，都向对方
表示歉意。

“除了调解外，还会举办
一些家庭关系如夫妻关系、亲
子关系、婆媳关系的沙龙活
动，还有反家暴法律宣传、校
园讲座等。”斗门区婚调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工作生活中，总会产生矛
盾和纠纷，影响到和谐生活与
平安社会。斗门区构建、推进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协调联动机制，深化诉前联
调工作，促进调解、诉讼等有
机衔接，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取得成效。今年4月1日，
斗门区驻交警调解室成功调
解一起机动车致人死亡的重
大交通事故，中央电视台平安

365法制专栏对调处过程进行
了专访报道，将其调解经验在
全国进行推广。

目前，斗门区建立起7个
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
织，覆盖劳资、交通、婚姻家庭
等领域，发挥了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的作用。

调解成功率高，工作成效
突出，调解协调联动对创建

“平安斗门”作用不可小觑。

构建调解协调联动机制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为村
民提供剪发、按脚、揉肩、敲腿等
免费服务，村民拉着志愿者的手
不松开。3日上午，由斗门区委
政法委主办、斗门区心益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办的斗门区“101
满天星”农村关爱系列活动，在白
蕉镇南澳村开展，受到当地村民
的热烈欢迎。

据了解，这是心益社工“萤火
虫”行动队首次在南澳村开展该项
活动。据领队廖桂香介绍，此次志
愿服务成员主要由专业理发师以
及中医理疗师组成，为南澳村的村
民免费提供剪发、按头、按脚、揉

肩、敲腿等服务。心益志愿者陈东
沛还献唱一首《一壶老酒》，歌声洪
亮有力，赢得大家阵阵掌声。

伴随着歌声、欢笑声，此次关
爱活动共持续3个小时。活动期
间，主办方还向村民赠送了衣服
等纪念品。“真是太好了，给我们
理发、按摩不收钱，还送礼物。”一
位头发花白的长者，紧拉着一位
志愿者的手不松开。

据悉，“101满天星”农村关
爱系列活动，旨在走遍斗门区
101条行政村，为农村群众提供
接地气的关爱，让他们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101满天星”农村关爱系列活动

为南澳村村民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记者
昨日获悉，斗门区安委办日前在
乾务镇钧兴机电有限公司举行斗
门区2018年液氨泄漏事故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以提高
企业自救能力，进一步提升政企
联动应对安全生产事故水平。斗
门区安监局、区消防大队、斗门公
安分局、斗门交警大队、区环保
局、区卫计局、乾务镇政府和企业
共200多人参加演练。

当日的演练中，钧兴机电有
限公司液氨储罐阀门垫片由于腐
蚀损坏导致泄漏，一名操作工轻
微中毒。接到事故报告后，斗门
区安监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
案，立即协调应急救援力量参与

救援行动。中毒人员被公司救援
小组救出，由120救护人员进行
了现场治疗，然后转移到当地医
院观察治疗；斗门区消防大队救
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利
用水雾喷淋对扩散在空气中的氨
气实施了稀释；斗门区环保局对
受污染区域空气采样检测，积极
采取措施净化空气，空气质量很
快恢复到安全标准内。

演练结束后，斗门区安委会进
行点评总结，要求安委会成员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吸取
近期市外、省外危化品事故教训，
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使用
和运输等环节的安全监管，推动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斗门区举行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提高企业自救能力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4日晚，斗门区第五届

“市民文化节”暨第十一届村居优
秀文艺节目白蕉专场展演，在斗
门区体育馆举行。市级非遗项目

“斗门白蕉客家竹板山歌”等14
个节目悉数登台，文化瑰宝绽放
新声，引来观众掌声阵阵。

本次展演由斗门区文广新
局、白蕉镇政府主办，斗门区文化
馆承办，白蕉镇文化站协办。

当晚的展演在小民歌歌手的
《灯笼少年梦》演唱中拉开帷幕，
该节目在第三届珠海金秋奖民歌
大赛上荣获一等奖。14个表演

节目包括市级非遗项目“白蕉客
家竹板山歌”和斗门区非遗项目
沙田民歌。值得一提的是，竹板
山歌《十唱斗门山水好》是首次登
台表演，由“白蕉客家竹板山歌”
传承人吴志能创作，展示了白蕉
镇“非遗进校园”的培育成果。

专场展演呈现了舞蹈、小品、
乐器演奏、独唱等丰富多彩的演
出形式，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
迎。主办方表示，本次展演展示
了白蕉的地域文化特色，体现了
创新之美，为群众带来了一场艺
术视觉盛宴，也鼓励更多人去了
解、热爱与传承优秀本土文化。

斗门区举办“市民文化节”白蕉专场演出

客家竹板山歌展示地域文化

斗门区大力推进“平安斗门”建设

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增强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夜幕降临，西堤路公园
内，居民茶余饭后在悠然散
步。

沿河而行，两岸灯火通
明，尖峰大桥和井岸大桥跨河
临风，如长虹卧波，将斗门的
夜色装点得美轮美奂。黄杨
河的涛声如舒缓的节拍，为两
岸鼎沸人声伴奏，演绎着斗门
的良辰美景与和乐安详。

平安值千金！近年来，斗
门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省、市关于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推
进“平安斗门”建设，全面加强
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防控工
作，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

“我在斗门生活了6年，在
工业园区打工。”李行温表示，

“每次从湖心路转过尖峰桥，
豁然开朗，环境优美。”

最重要的是，他前年买的
摩托车，再也没有失窃过。“以
前有句笑话，没丢过摩托车的
就不算是斗门人。”李行温说，
现在在斗门工作生活感觉平
安踏实。

感觉平安踏实，成为群众
最强烈的感受。

一份数据可以作为“平安
斗门”的生动诠释。

在盗窃摩托车警情方面，
2016年同比下降46.3%，2017
年同比下降68.5%，今年前10
个月下降54.9%。现在日均发
案不到一宗，仅仅是2015年
的6.5%。

近年来，斗门区深入推
进“平安斗门”建设。坚持专
项治理，制订出台了强化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依法严惩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外
来人口与出租屋服务管理、
继续深化法律顾问进村（社
区）、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防
范、强化群防群治队伍等14
项工作机制，通过深化“平安
细胞”建设、“平安景区”建
设、“平安医院”创建、“平安
家庭”建设、平安创建宣传等
工作，“平安斗门”建设取得
新成效。

放眼珠海，在全市每日发

布的“珠海平安指数”榜上，斗
门区长期占据平安指数最高
的“蓝色地带”，平安幸福之态
殊为醒目。

“斗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建设
全市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
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斗
门区委四届五次全会提出如
是奋斗目标。

14项工作机制推进“平安斗门”建设

走进斗门公安分局指挥
中心，一面2米高、7米宽的电
子大屏幕映入眼帘，这是斗门
公安智能实战勤务指挥平台。

屏幕上正显示着一幅警
用电子地图，斗门大街小巷等
脉络清晰。

地图上密布着绿、灰、红
三色圆点。绿点代表正常的
巡逻警力，灰色圆点表示正在
处理的警情，红色圆点则代表
110报警电话接到的即时警
情。

“警情如火情，处置时要
争分夺秒。从接到警情到布

置警力，这个决策过程可缩短
到5秒完成，赶到事发现场处
置的时间也从以往的15分钟
缩短为5分钟至8分钟。”该中
心副主任梁瑜说。

据了解，为突出实战导
向，强力推动智慧新警务工
程，不断增强打防管控智能化
水平，斗门公安分局已投入近
200万元为派出所和刑侦、巡
警大队等一线单位接处警车
辆和民警，配备了车载和单兵
实时图传设备，在全市率先完
成了指挥调度系统的可视化
升级改造。

地面严密布控之外，空
中防控力量也组建完成。
斗门公安分局投入100余万
元购置了三台无人机。无
人机除参与常态勤务外，在
巡逻防控、大型安保、灭火
救援等方面屡建奇功，保障
了港珠澳大桥开通、珠海航
展等大事件的安保工作顺
利完成。

9月28日，香洲区的板樟
山发生森林大火，斗门公安分
局的无人机高空盘旋可监控
火势火情。9月29日山火被
扑灭，通过机载热成像仪，无

人机在凌晨两点巡逻时发现
一处复燃险情，及时引导警力
进行了排除。

智能实战勤务指挥平台
搭载无人机、车载记录装备、
单兵（执法）记录仪等技术力
量、为斗门公安编织起一道立
体防控网，实现了前方警情和
后台智慧中心音视频的实时
传输，大大便利了警力调度和
应战指挥，为“平安斗门”保驾
护航。

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成为
深化、打造“平安斗门”的有力
举措。

科技强警守护万家灯火

一提到办案，人们会联想
到堆积如山的卷宗。但在井
岸镇派出所办案中心，民警自
主研发的“执法智能管家”办
案区智能集成管控系统，精准
记录嫌疑人信息，实现电子化
办公，做到安全规范。

嫌疑人在登记前台对着
摄像头刷脸，很快身份信息、
家庭住址、血型等个人信息

就自动被归纳为一份“电子
档案”，接下来的人身检查、
物品保管、讯问时长、临时
带离等十多道办案流程均
有音视频记录，这些信息录
入过程被无缝对接的监控
全程记录，然后系统将之实
时推送到经办民警和审批领
导手机上。

斗门公安分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执法智能管家”是井
岸镇派出所创新的办案系统，
研发历时两年，2016年底投入
使用。“系统‘规范、安全、智
能、高效’，达到了公安部要求
的‘四个一律’标准，执法人员
和嫌疑人的安全和人身权利
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
护。”

“执法智能管家”系统凝

聚着斗门区基层办案民警的
经验、智慧和心血，也成为“平
安斗门”建设的主要内涵之
一，荣获了2017年度公安部
基层技术革新三等奖。

目前，珠海全市已有14家
基层派出所推广使用该系
统。湖南、海南、云南、西藏等
地的派出所也进行了技术引
进。

“执法智能管家”获殊荣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4 日晚，
斗门区第五
届“市民文化
节”暨第十一
届村居优秀
文艺节目白
蕉专场展演
在斗门区体
育 馆 举 行 。
图为现场节
目表演。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斗门城区环境“颜值”越来越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优美的环境里，人们安居乐业。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5日上午，斗门区举办
珠海西区森林火灾演练，来自市
区、斗门、金湾、高栏港8支森林
扑火队170余名消防人员、15台
消防车快速抵达现场，并肩作战
灭“山火”。

9时50分时，演练模拟了白蕉
镇泗喜村观音山上发生山火场景，
过火面积约1公顷。火情发生后，
斗门区迅速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
案四级响应，斗门区白蕉、井岸、斗
门、乾务、莲洲5个镇森林扑火队快

速抵达山脚，迅速投入“战斗”。
因“火势”难以控制，斗门区向

市森林扑火机动大队、金湾区森林
扑火队、临港区森林扑火队请求紧
急增援。三地救援队迅速驰援，与
斗门区扑火队并肩作战。经过近
一小时的紧张扑救，10时49分，观
音山“山火”被及时扑灭。

活动主办单位、斗门区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演练，
检验了各支队伍队员的身体素质
和技能，锻炼了灭火单位跨区、跨
镇增援扑火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8支森林扑火队并肩灭“山火”

珠海西区森林火灾演练在斗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