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改造得太好了， 我真是
没想到啊！” 55岁的刘万兴今年7
月初搬回雨儿胡同12号院， 发现
自己的房子大变了样。

雨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 西
至东不压桥胡同 ， 南邻蓑衣胡
同， 北靠帽儿胡同， 全长343米，
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 拥有清
值年旗衙门、 齐白石旧居等历史
遗存。 雨儿胡同6号院原来有10
户居民， 通过 “申请式腾退” 和
“申请式改造” 政策， 搬出5户，
留下5户。 刘万兴是留下的居民
之一。 “闺女23岁大学毕业都上
班了， 跟我们一起挤在18平米的
屋子里上下铺 ， 非常不方便 。”
刘万兴说。

原来一家三口挤在18平方米
的房屋内，为了生活自建了7平方
米的自建房， 做饭、 洗澡都在里
面。 这还不算，每到下雨天，就怕
雨水倒灌。申请式改造后，刘万兴
主动拆除了自家7平方米的违建。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邀请了专业的
设计师， 进入院落进行设计、改
造。此外，东城区政府把旁边一间
18平方米的屋子按公租房的价格
租给刘万兴，改造成了厨房、卫生
间和孩子独立的空间。 原有18平
方米的房屋， 分成了工作和客厅
两个区域。 7平米自建房拆除后，
改造成了小院，绿植、木凳、鱼缸
在阳光下相映成辉， 平整的地砖

和石子透露出情趣。
作为探索首都老城历史文化

街区更新改造的试点项目， 东城
区以南锣鼓巷地区雨儿 、 帽儿、
蓑衣、 福祥四条胡同为试点， 通
过 “申请式腾退” 政策， 外迁改
善一部分居民， 同时腾出空间，
降低人口密度， 为改善留住居民
生活， 拆除院落违法建设， 恢复
院落传统风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城区以雨儿胡同为示范区， 创
新性推出 “申请式改善” 工作模
式， 居民可以在同意拆除生活自
用违建的前提下， 申请租赁腾空
正式房， 适度改善生活条件。

在雨儿胡同， 坚持 “人民设
计师” 的工作理念， 集合高水平
和有情怀的专业力量， 组建了8
支优秀团队组成的设计工作营和
顾问专家组， 明确设计工作流程

和审查机制。 “一院一方案、 一
户一设计”， 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根据历史街区风貌保护要求和居
民实际需求， 完成雨儿胡同24个
院落设计方案， 雨儿胡同公共空
间精细化提升方案和排水排污设
计方案。

作为人口密集区， 雨儿胡同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一部分居民
通过腾退外迁改善， 住上了比之
前更宽敞明亮的楼房， 户均住房
面积由不足25平方米变为户均
110平方米， 彻底改善了生活条
件。 留住居民通过申请式改善，
实现了老胡同的居民过上城市现
代生活。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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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打造智能化案管工作新格局

□本报记者 博雅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边边磊磊//文文 于于佳佳//摄摄

房山“秋收节”主打美景美食高科技雨儿胡同居民回归“申请式腾退”见成效

“执法办案平台显示， 有一
件涉案物品自行车需要及时存入
涉案财物保管室， 并办理入库手
续。” 早上8点， 北京市公安局朝
阳分局常营派出所案管组组长王
辉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登
陆执法办案平台案管模块， 梳理
汇总前24小时警情的接报 、 录
入、 处置等情况， 全程跟踪监督
在办案件质量， 规范涉案财物管
理、 巡控办案场所使用， 查看卷
宗归档借阅情况， 督促民警及时
落实整改。

王辉向记者表示： “我们的
工作说到底就是对民警的执法办
案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是派出
所执法的 ‘大管家’。”

为进一步强化执法源头管
理， 全面提升基层执法办案质量
和监督管理质效， 自2017年10月
以来，北京市公安局已在430个基
层所队设立了“案管组”，对警情、
案件、财物、场所、卷宗等执法核
心要素进行系统化、集约化、精细
化的监督管理， 最大限度地将可

能发生的执法问题消除在萌芽状
态、解决在初始环节。

抓实“源头”管控 严密
执法管理

基层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的窗口， 提升执法办案质量重在
抓源头。

上文提到的王辉， 是一位有
着十余年警龄的老警察， 在法制
部门工作过， 经验丰富。 2017年
10月 ， 派出所案管组建设启动
后， 他又成了一名案管民警， 具
体负责派出所警情管控、 案件管
理、 涉案物品管理、 办案场所管
理、 卷宗管理等工作。

王辉形象的将警情管控比喻
成 “入口关”， 从警情接报、 录
入、 处置， 以及受案、 立案， 落
实现场执法记录制度等环节入
手， 将群众报警数据、 警情处置
结果、 现场执法记录视频、 案件
公开情况、 群众满意度评价等全
要素信息全部归口管理。 同时，

依托网上案管工作模块， 实现了
案件智能化审核、 办案期限预警
提示及网上协同监督。

“派出所警情管控、 案件管
理、 涉案物品、 办案场所、 卷宗
管理都是案管组的工作， 从早忙
到晚， 根本停不下来。” 王辉说，
自己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民警
“找错儿 ”， 查缺补漏 ， 监督指
导。 但没出一年， 他所在的常营
派出所破案率持续提升， 群众对
民警执法效率纷纷点赞， 这让他
颇有成就感。

强化智能办案 实现涉
案财物、办案场所科学管理

如果想进一步提升基层所队
执法办案质量， 涉案财物、 办案
场所的有效管理， 也是一门 “大
学问”。

为此， 针对涉案财物， 北京
市公安局主动适应科技信息化发
展 ， 搭建 “实物静止 ， 手续流
转” 涉案财物跨部门管理机制，

案管民警通过系统可实时掌握检
法机关拟调取涉案财物情况， 系
统自动提示存放位置， 方便民警
准确快捷调取， 依托政法办案智
能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 实现了
涉案财物换押式流转， 有效提升
了工作效率， 节省了诉讼成本。

此外， 为全面提升基层所队
执法办案场所智能化管理水平，
北京市公安局还将智能手环、 远
程合成作战、 智能管理系统等科
技元素引入基层执法办案区， 配
套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运行， 构建
专业化智能场所管理体系， 确保
了办案场所的执法活动绝对安全
和规范高效。

目前， 北京全市16个分局的
229个基层所队已分期启动智
能办案区建设， 将于2019年建设
完成。

抓实研判分析 强化基
层执法管理

为有效强化案管组对执法过

程监督的精准化， 北京市公安局
针对全局案管工作建立了 “日
清、 周结、 月考” 的运行机制。

衔接配套机制运行， 案管工
作模块能够自动生成前一日、 本
周和本月三个时间维度的案管工作
报告， 并以图形化的方式进行展示，
直观综合反映基层办案部门的总体
执法状况、 案管监督管理情况， 案
管民警在精细分析研判的基础
上， 及时有针对性地调整监督重
点， 对症下药， 落实整改。

同时，市局、分局也能够通过
系统进行网上监督，实现三级“双
闭环”监督数据融合对接，每日通
报执法问题、跟进落实整改，切实
将执法监督管理的关口延伸至基
层一线。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北京市公安
局将牢牢把握执法信息化建设发
展机遇， 以智慧案管提档升级为
动力，进一步强化科技手段应用，
优化运行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执
法规范化建设水平。

设立430个基层所队 “案管组”

近日 ， 在北京国际设计周
海淀分会场———海师·海诗 “约
会五道口” 城市更新荟现场， 观
众沉浸在创意新颖的设计中， 拿
出手机记录下心仪的LOGO。 居
民代表们在认真听完各个LOGO
的文化背景、 设计元素、 色彩运
用以及寓意之后， 兴致勃勃地为
自己心仪的LOGO投上了宝贵的
一票。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我“家”LOGO
我做主

5G自动驾驶汽车、 云端智
能机器人 、 无人机……9月23
日， 这些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
的 “宠儿们” 集体亮相2019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北京
房山 “秋收节 ” 开幕式现场 ，
让现场充满未来感和科幻感。

当天上午， 在周口店镇主
会场开幕仪式上， 农民演出的
腰鼓、 秧歌、 中幡、 高跷以及
非遗特色花会将活动推向高
潮。 除主舞台区， 主会场还设
置了房山物产展示区、 大地艺
术区、 农业景观区、 亲子活动
区、 农事体验区、 花车巡游区
及现代农业机械展示区等7个
区域， 更首次增加了房山区农
业优秀代表的 “我为房山代
言” 和 “我向祖国报喜” 的环

节， 以深耕农业的姿态和亮眼
的农业成就同庆丰收。

据了解， 房山秋收节是农
业农村部确定的全国70地庆丰
收全媒体直播活动地之一， 活
动以 “迎国庆、 庆丰收、 多增
收” 为主线， 采用 “1+N” 的
形式， 即1个主会场加4个同步
分会场再加11个非同步分会场
联动开展 。 从9月23日至10月
31日， 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有房
山农业特色， 有房山文化属性
和有房山地道品味的 “丰收节
盛宴 ”， 其中 “国庆七天农游
房山 ”、 “我和农遗来相会 ”、
“渔乐金秋 ” 等系列活动 ， 呈
现出房山农业新业态， 全方位
展示房山都市型现代农业风采
和 “一区一城” 建设新风貌。

□本报记者 陈艺 文/摄

9月23日，家住五里店郭庄
子公园周边的百姓来到郭庄子
农时荟， 在2019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当天体验了北京农村传统
庆丰收的喜庆氛围。

活动现场， 激昂热烈的开
场鼓敲响了丰收庆典的序幕 ，
热闹非凡的 “五谷六畜” 大游
行、 品尝郭庄子老嚼谷儿等各
地名特优美食， 使参加丰收节
活动的群众大饱眼福口福。

据了解， 郭庄子农时荟以

传统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 ，
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年， 丰富的
农时体验活动和浓郁的传统文
化氛围不断吸引着周边百姓前
来参与， 同时赢得了群众的普
遍认可 ， 社会知名度日益提
升 。 本次农时荟以 “庆祝丰
收、 祝福祖国、 弘扬文化、 体
验农事” 为主题， 旨在让更多
的人了解农时文化、 体验农耕
乐趣， 感恩黄土地， 留住乡情
村愁。

郭庄子百姓齐聚农时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