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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德峰 记者 陈轶
东）民警办案不用往返跑，坐在办公室点
点鼠标，就能将刑事案卷送达到检察院，这
是余杭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试运行近一年的

“网上一体化办案单轨制”。截至目前，交
警类刑事案件已实施“网上一体化办案系
统”278起，其中移诉 247起，报捕 30起，工
作成效明显。

一体化办案系统是浙江政法系统数字
化协同工程的一号示范项目，主要通过跨
部门的数据交换、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流
程再造，打破信息壁垒，开通信息“高速公
路”，构建政法机关一体化的网上协同办案
体系。今年4月，全省一体化办案工作现场
会在余杭召开，余杭公安交警大队在前期
工作推进的基础上，攻坚克难，创新实施了
网上一体化办案“单轨制”。

近年来，余杭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年均

办理刑事案件600余件，基层办案民警除了
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办案卷宗，还要受到办
案时多部门多头跑、多次跑、重复跑的壁垒
掣肘，庞大的工作量不说，也影响了办案效
率。“网上一体化办案单轨制”不仅解决了
民警往返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民警抽
身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更加注重提高案
件的质量。

简单说，网上一体化办案“单轨制”，就
是办理一起交通刑事案件所涉及到的当事
人笔录、法律文书以及视音频证据，都以电
子案卷的形式通过一体化办案系统在网上
流转而不再需要纸质案卷。一起交通肇事
案，嫌疑人到案，案件事实情况调查清楚。
办案民警随即在网上开具法律文书、制作
电子笔录、收集固定各类证据，并实时将这
些案件材料扫描上传至办案系统，形成电
子卷宗。民警在电脑上使用一体化办案系

统点击“发送”按钮，就可以将案件提请区
检察院批捕。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实时收
到相应的数据、文书并自动导入检察机关
业务应用系统。

不过，一体化办案系统的承载量较小，
不能传输视音频等数据较大的资料，为此，
余杭公安交警通过反复论证调研，自主研发
了“一体化电子证据共享平台”来辅助一体
化办案系统运行，这个平台可以快速实现大
量的证据类资料的网上流转、查阅、下载。

当然，余杭公安交警的网上一体化办
案“单轨制”不仅局限于法律文书“电子化”
流转，还从民警办案实际出发，优化了办案
流程，减少民警往返跑等问题，比如交通刑
事案件常用到的血检鉴定结论，以前至少
要跑两次位于主城区的鉴定单位，送去一
次，取回一次，现在取回时统一采取邮寄送
达，当天就能收到；办理案件延长拘留、羁

押主体转换等手续时，以前需要办案民警
开具文书再次跑到看守所向嫌疑人宣布，
现在由于文书流转后直接由法制部门民警
开具文书并统一办理，极大地提升了办案
效率。

“网上一体化办案‘单轨制’大大减少
了民警的事务性工作，让我们的基层办案
民警省了很多时间，办案效率也大大提高
了。”余杭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法制科负责人
介绍，“但同时，案件卷宗材料电子化，相关
数据直接传到检察院、法院进行应用，是检
察院、法院后续办案的数据基础，因此我们
必须保证案件电子数据的准确性，这也倒
逼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更加细致、规范，有助
于提高民警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

实施“网上一体化办案单轨制”后，一
起案件办下来，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还大
大的提升了执法质量。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 实习生 诸葛
秋阳）昨天，为期两天半的全区两新组织
党务人才培训班正式开班，共 140余名两
新组织党务人才参加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内容丰富，既有中
国亚太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曙光
的讲座《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浙江经验的
启示——以民营经济为例》、浙江省委党
校教授何圣东的讲座《数字时代企业竞
争力与管理创新》，也有区委组织部相关
科室负责人对人才政策和党员发展等实
务工作进行解读。此外，昨天下午，两
新组织党务人才还赴鸭兰村党支部旧
址、老板集团进行参观考察。在余杭境
内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鸭兰村党支
部旧址，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庄严宣誓。

区委两新工委有关负责人在开班动
员会上强调，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举办
全区两新组织党务人才培训班，是具体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省市区委相关要
求、创新推进全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提
高党务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重要
举措。

会议提出，因势而新，两新党建应顺
应国家发展的大势。非公企业的壮大发
展，离不开准确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离不开国家政策环境支持，离不开产业决
策引导，非公企业必须将自身发展与党的
事业紧密相联，与国家命运紧紧相扣，通
过抓实抓好党建工作把正企业的发展方
向，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因时而进，两新
党建应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要用好创
新这把钥匙，打开非公企业党建这把锁
头，支持企业、人才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
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人才优
势。因事而化，两新党建应凝聚干事创业
的合力。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是
企业发展壮大、成就各自事业的前提和基
础。推动事业发展，是党建工作最大的价
值追求。

我区三处入选
第二批杭州市党员
教育示范基地名单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近日，第二
批杭州市党员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出炉，我
区有三处入选，分别是中共鸭兰村党支部
旧址、西溪洪氏家训家风纪念馆和良渚博
物院。

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旧址位于崇贤镇
鸭兰村，是余杭境内农村的第一个中共党
支部。1926年冬，中共党员马东林发展
鸭兰村青年马国华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培
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27年“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革命处于低潮。鸭兰村革命
群众不畏艰辛，不怕牺牲，继续进行斗
争。马九成、马云州、马阿祥、马来伯、马
幼良、马有顺、马春松、姚培金等人毅然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马东林在马九
成家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鸭兰村
支部，马国华任书记，马九成任副书记。
2004年8月，中共鸭兰村支部旧址被公布
为市级文物保护点。2007年，为纪念鸭
兰村支部成立 80周年，余杭区委决定在
支部旧址建立中共余杭区党史陈列室及
旧址广场。

西溪洪氏家训家风纪念馆位于西溪
湿地洪园，其内恢复和保留了中国历史上
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钱塘望族——洪氏
家族文化。这个在西溪繁衍生息了 800
余年的家族，是杭城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
部分。南宋时期，爱国重臣洪皓因功封为
魏国忠宣公，称为钱塘洪氏之始。洪氏家
训从戒“游、博、饮、斗、色、逸”等六个方面
入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涉及家庭
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达到“孝、义、敬、
恕”的目标。

良渚博物院位于良渚街道美丽洲公
园内，是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
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约1万
平方米，2005年 3月破土动工，2008年 10
月对外开放，2017年 8月，根据良渚遗址
和良渚文化最新考古成果，良渚博物院基
本陈列改造升级，2018年6月重新对外开
放。展览以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为主题，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

“玉魂国魄”三个展厅，全面、立体、真实地
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
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和特殊贡献。

本报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曹丽惠 郁敏）昨日，贵州黔东南州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石文琼
一行来余杭考察我区红十字会相关工
作。杭州市红十字会领导汪华瑛及我
区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考察中，石文琼来到余杭区第五
医院造血干细胞爱心采集站了解该站
点的筹建与运行情况，还与采集站工
作人员进行交流。据悉，该造血干细
胞爱心采集站自今年年初设立以来，
积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业务培
训，定期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者提
供采样服务，同时开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知识的宣传普及，号召更多人加入
到奉献爱心的队伍当中。

随后，考察组还前往近年来持续
对黔东南州开展爱心捐赠的杭州舁尚
实业有限公司参观，听取公司情况介
绍并就招商引资意向进行了座谈。

本报讯（记者 周天意）昨日，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省、市、区三级部署要求，全面
推进 2018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确
保今年考核的14个小城镇顺利通过省级考
核验收，区交警大队作为“车乱开”专项治
理牵头单位，组织召开2018-2019年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车乱开”专项治理工作推进
会。区小城镇办、“车乱开”专项工作单位
及各镇街交警中队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

各镇街就今年以来“车乱开”专项工作
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截至 7月 10日，
我区共设置二轮车卡点32个，出动警力351
人，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733起，现场
查处 362起，暂扣 371辆，安置GPS406套，
发放头盔690顶，发放电动车宣传资料2万
余件，现场劝导 749人次，拆除雨篷 59个；
另自电动三四轮车集中整治以来，共出动
警力 1258人次，设置卡点 132个，暂扣车辆
823辆。

同时，镇街也提出了“车乱开”管理实
施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及问题，如停车空间
不足、部分镇街外来货车较多、人口构成复
杂、管理人员不足，管理难度较大等。

对此，会议中，区交警大队秩序科对照
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考核文件，对专
项工作考核办法进行逐条解读，并明确了
接下来的工作部署。首先，会议明确了“车
乱开”专项工作联络人机制，明确负责人和
联络人；第二，明确工作方向，对照标准落

实工作，并做好台账管理；第三，镇街如有
问题，可直接对接中队，中队将做好相应指
导工作。

会议指出，“车乱开”专项工作直接关
系到市民出行和城市风貌，2018--2019年
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任务更重、考核项
目更多，因此镇街和各中队要加快进度，在
尽早完成任务的同时，注重长效管理，确保
顺利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考核验
收。

本报讯（记者 李书畅 通讯员 姚萍
萍）“赶快拔掉插头，这样很危险。”昨日晚
上，崇贤街道数名派出所、网格员、巡防队
员等走进独山新苑，在穿过一条小弄堂时，
巡查员们看到一户农户家中的窗户下停放
着几辆电动车，一条电线从窗口拉出正在
为电动车充电，巡查员立即帮忙拔掉插头，
并联系房东及电动车车主，提醒他们要安
全用电。

在崇贤街道，此类巡查早已成为“新常
态”。自全区开展电动车整治行动以来，崇
贤街道抽调人手，专门组成联合检查组，依
托网格管理平台，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消
除公共安全隐患。7月以来，累计出动网格
员 117人次，志愿者 469人次，安全隐患排
查1123次，检查电瓶车3000余辆。

进入夏季后，高温袭来，针对夏季消防
安全的严峻形势，崇贤街道直面问题，全面
开展整治行动。以独山新苑为例，该社区
在册流动人口达 13000人，机动车 2000多
辆，非机动车辆 5000辆。平日里电动车成
为住户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而电动车在

楼道内充电安全隐患大，危险系数高，在检
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少数居民还存在

从家中私拉电线进行充电的行为，极易造
成电线短路引发火情。同时，还有部分车

主擅自更换改装电动车配件，安全防范意
识需要提升。

针对该情况，街道联合公安、安监、行
政执法等部门，组织开展联合执法，从严从
重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持续围剿火灾
安全隐患点。首先是加强流动摊贩和违章
停车管理，同步清理“无主车”。对现有充
电桩进行全面核查，发现问题隐患立即整
改，并由专业公司重新规划设计，视实际情
况，新增停车场、重新规划停车位设置、配
备标准化充电桩，目前方案正在设计中。
其次由小区物业对车辆出入进行智能化管
理，确保停车有序，消防通道畅通。发动辖
区各村、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夜间检查消防
安全及电动车违规停放、私拉乱接情况，并
加大巡查次数，一经发现问题立刻督促整
改。此外，街道在各村社醒目位置张贴宣
传画报，并在主要路口发放各类宣传单，同
时开展二轮电动车防盗系统安全推广及驾
乘安全宣传，此外还对三（四）轮电动车违
规行为进行劝导或处理。

余杭公安交警在全省率先实施
执法办案网上一体化“单轨制”

贵州省黔东南州红十字会来我区考察

我区部署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车乱开”专项工作任务
确保14个小城镇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验收

崇贤街道电动车整治行动实行“常态化”
净化交通环境 建设平安余杭

志愿者们夜间检查电动车充电情况

全区两新组织
党务人才培训班开班

听取造血干细胞爱心采集站工作介绍

两新组织党务人才重温入党誓词

打造幸福家园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