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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安建设注入新活力
■ 本报记者 柏松

点线面全覆盖的“天网”让违法犯罪“秒现行”、智慧安防小区建设筑牢社区安全
防火墙、 登录门户网站就能办理户政业务……近年来， 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互联
网+”等前沿技术实战应用，公安机关深化智能化警务改革，快速推进利用互联网平
台，有力提升了抵御社会治安风险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

速冻产品，
口碑不能“速冻”

■ 何珂

近期，有媒体对 8 个品牌 40 款名称中含有“猪肉”或“牛
肉”字样的速冻产品探访发现，有 18 款产品配料表存在混有
其他肉类的问题，涉及多家知名品牌。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
议。有网友表示：“我原先一直好奇，为什么牛肉比猪肉贵，但
速冻牛肉水饺能做到跟猪肉水饺一个价格，今天看了配料表
才明白。 ”

速冻水饺标称“牛肉大葱水饺”，但配料表显示添加了猪
肉；“荠菜猪肉大馅馄饨”， 里面添加了鸡肉……明明想尝尝
“牛肉大葱”的美味，却可能吃下了猪肉或鸡肉，对于顾客来
说，这种被糊弄的感觉必然会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对此“标”
里不一，涉事商家回应，在“牛肉水饺”里添加猪肉与鸡肉、
“猪肉水饺”里添加鸡肉，是为了改善馅料口感，在配料表中
已经如实体现，产品名称如此标注合乎要求，并不违规。但网
友们纷纷表示，“感觉自己被商家误导了”“我觉得接受不了”
“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

其实，“混肉”现象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而是伴随速
冻食品行业发展而诞生的。所谓的“口味需要”仅仅是速冻食
品企业使用多种肉类的一个原因。近年来，速冻食品行业“内
卷”严重，在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一些速冻食品企业会将猪肉
部分替换成鸡肉、大豆蛋白等，以降低成本，维持终端低售
价。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品质难免下降，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之下，必然会流失部分消费者，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 使用
“混肉”，虽然符合食品行业规定，合法但不合理。无论是为了
改善食品口感还是降低成本，速冻食品企业都不应该揣着明
白装糊涂，不能把“一直如此”当作理由，更不能用“行业规
则”来解释“偷梁换柱”。

速冻产品，行业口碑不能被“速冻”。一方面，有关企业商
家要多点诚意、少些套路，不要玩文字游戏，伤了消费者的
心，要提高目标群体对品牌、产品的忠诚度，依靠实打实的产
品质量、口碑赢得产品溢价空间；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要进
一步完善速冻食品行业标准，堵住行业漏洞，规避挂羊头卖
狗肉的现象再次出现。此外，消费者购买速冻食品时，一定要
看食品配料表，不能只看产品名称，对于价格明显偏低的肉
类水饺，要谨慎购买。

提升数字素养 共享数字成果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对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出安排部署， 提出
2035 年基本建成数字人才强国， 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 高端数字人
才引领作用凸显，数字创新创业繁荣活跃，为
建成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
支撑。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与应用， 当今社
会已真正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数字时代。 网上
购物、网上会议、网上交友、网上招聘，数字银
行、数字货币、数字报纸、数字电视，还有行程
码、 健康码， 等等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 可以说，数字已经深刻植入生产生活，并

带来极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经济
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
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生活、生
产、学习方式。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
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
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
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 是实现从网
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 对促进全
民共建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提出，要着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

优化数字资源供给、完善数字环境保障，着力
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公平一致、可持续、
有韧性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着
力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
数字创新四大场景， 激发全民建设网络强国
和数字中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
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

近年来“数字鸿沟”问题屡屡引发社会关
注，“数字便利” 的本质是用数字技术为人类
服务。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弥合数字
鸿沟、让人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的关键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纲要》中“全民”一词被提及
40 余次，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升数
字素养与技能专门作出部署安排， 体现出国

家不让任何一个人在数字时代“掉队”的人文
关怀。《纲要》提出，到 2025 年要初步建成全民
终身数字学习体系，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数字技能稳步提升，数字鸿沟加快弥合。 截
至 2021 年 6 月， 中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为 78.3%，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9.2%，
农村地区比城镇地区低 19.1 个百分点， 数字
鸿沟问题仍然突出。 整体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 有关方面要提供人们用得上、 用得
起、用得好的数字技术和服务。

《纲要》还对提高产业工人、农民、新兴职
业群体、妇女、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群体的数
字工作能力做出了具体要求。 专家指出，加强
数字素养教育和职业培训， 将有助于建立数
字化思维、培养数字技术创新创业能力。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社保服务转变收获好评
目前，人社部共推出了 43 项全国“一网通办”业务，通过

多个平台提供服务，引来办事群众和网友广泛好评。近年来，
相关部门去堵点、简程序，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服务便利
化，一批过去要“跑断腿”“磨破嘴”的事情得以便捷办、快速
办，不断带来的便利和实惠把惠民的暖意送进群众心坎。

点评：政务服务是否便捷高效，办事流程是否压缩优化，
关键在于办事企业和群众是否满意。 当前的转变让人欣慰，
但是依旧任重道远。应通过更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丰
富服务矩阵，实现社保服务从“能办”到“好办”甚至“免办”的
转变。

@dandianpaopao：对这个感受太深了，记得以前考建
造师的时候，报名要交六七份证明，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报
上。现在在网上填写基本信息，几分钟就搞定了。政务服务与
老百姓密切相关，点滴变化都是造福民生。

@ 未名松：小小社保卡，连接大民生。 从异地就医到就
业创业证查询，从社保转移网上申请到养老金测算，从待遇
资格认证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社保卡经历了多次 “升级”
“改造”，越来越便利。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整理）

研究生教育走向多元
近年来， 在研究生报考人数稳增和研究生扩招的背景

下，一些名校部分专业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减招甚至停招的
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用“退场”来描述这一现
象。 与此同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正在持续稳
步扩大。 数据显示，2021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录取 106.2 万
人，其中专业学位硕士录取人数 65.7 万人，占比 61.9%。

点评：研究生培养的大趋势是职业导向、应用导向和实
践导向。 特别是硕士阶段，大量扩招后不需要也不太可能要
求大家都去做科研，更重要的是培养职业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jicaiqingming0126：未来要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分
类评价体系，引导研究生教育发展破除单一数量扩张的路径
依赖，向着一种“多元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 玩呗-小样： 感觉目前的专硕培养还不足以显示出
区别， 尤其是在课程内容、 论文形式上与学硕差别不大。
如果老师对专硕的要求比较松 ， 再加上修业年限比学硕
短 ，没有与职业资格做到很好衔接 ，就很容易被贴上 “放
水”的标签。

不久前， 淮南市潘集区公安分局接
到报案：辖区群众孙某回到家中，发现防
盗门已被打开，家中柜子抽屉、衣柜被翻
动，价值近 3 万元财物被盗。

“由于现场无视频监控，白天人流量
较大， 案件的侦破工作一度陷入焦灼状
态。 ”民警杨杨表示，利用路口的平安城
市监控进行封堵， 专案组发现两名戴头
盔的骑车男子在附近路口闲逛， 引起了
民警的警觉， 立即对两名骑车男子进行
追踪，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探头站岗、鼠标巡查、视频导侦”，
依托视频监控“天网”建设，淮南市公安
局自主设计研发 “情报信息实战应用平
台”，融合公安网、视频网和互联网，实现
“三网合一”协同作战，构建“实战行动—
情报分析—指挥决策” 的新型指挥作战
体系，全方位提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

行走在寿县城区街头， 随处可见高
清视频探头视频监控探头， 从 “零散分
布”向“连线带片”、从“线面覆盖”向“圈
层防控”、从“无序孤立”向“互联互通”，
人脸识别、车牌抓拍、智能感知等功能的
全面推广应用， 实现社会治安要素动态
采集存储，实时比对分析，应用服务实战
等功能。 如今， 淮南市初步实现了全方
位、信息化、立体化综合防控新突破，为
平安建设注入新活力。

截至 11 月底，淮南市违法犯罪案件
类警情 、 治安案件分别同比下降了
8.4%、10.8%，盗抢骗发案绝对数处于全
省最低水平，社会治安防控、打击传统侵
财等专项工作成绩均位于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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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 记者来到凤台县福海园
小区，小区内外设置的安防摄像头，为辖
区居民织密了一场平安网， 这是凤台县
打造的首个“智慧安防小区”。

在这里，安防摄像头聚点成面，将警
务室、物业服务总台、网格工作室融为一
体，以智慧监控、智能门禁、车辆出入管
控、人员出入管控、人脸识别、智慧社区
服务六大系统功能， 实现了区域内动态
监控、实时预警。

“一年前，两名盗窃汽车电瓶嫌疑人
在进入福海园小区伺机作案时， 便被小
区内人脸识别监控抓拍并发送预警信息
至警务室，民警迅速出警将 2 人抓获，成
功破获多起盗窃电瓶案件。”凤台县公安
分局负责人朱晓弟告诉记者， 智慧安防
小区促进了社区公共安全水平提升，小
区已经实现了零发案。

校园安全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
题，智慧安防的融入让安全就在身边。日
前， 大通区上窑派出所接到上窑中心小
学智能识别系统报警：3 名可疑人员翻
墙进入学校。 警务室民警杨洋火速赶到
现场， 将企图前来滋事的嫌疑人员果断
控制。

据了解， 大通公安分局与区教育局
联合打造“智慧校园”的现化校园安保管
理模式，用科技手段结合制度管理，有力
保障了校园内外环境的安全稳定。

人脸识别、高清探头时刻关注，对进
出口、 重要部位等治安复杂区域常态监
控，对异常徘徊非常住人员、在逃人员、
各类重点人实时预警……淮南市公安系
统依托“智慧安防社区”“智慧校园”等平
台，实现治安要素实时汇聚，治安状况实
时掌控，治安事件及时处置。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省公
安系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按照“科学规划、突
出重点、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原则，加
快平安建设提档升级。 各地公安机关纷
纷推出“互联网+平安建设”创新举措，加
强可视化管理， 达到了震慑犯罪与服务
警方侦查破案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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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以往的规定办理入户真
是很麻烦， 现在全省通办后真的太方便
了。 感谢政府为老百姓提供这么多贴心
的服务，让我们省去了来回奔波之苦。 ”
12 月 23 日，淮南市首例新生儿入户“全
省通办”办理第一人孔辉，收到了合肥市
警方快递过来的新户口本。

女儿刚刚出生，孩子户口想跟着妈
妈落到合肥，但由于现在全家都生活在
淮南，小生命的到来让一家人忙得没空
去合肥给孩子落户 。 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孔辉向田家庵分局户政中心打来电
话咨询。

接待民警岳晓红立即告之， 淮南已
启动新生儿入户“全省通办”业务，通过
互联网技术， 新生儿可以在实际居住地
“就近办理，一地办结”。孔辉带齐材料来
到户政中心， 不到半个小时孩子便成功
落户合肥。目前，淮南市已办理跨市迁入
业务 14659 笔。

淮南市公安机关积极落实上级工作
部署，通过“互联网+”与公安服务的充
分融合，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为工作导向，在身份
证业务智能缴费、智能预约、人像智能采
集、全程查询智能回馈、缩短制证周期等
六大便民利民举措的基础上， 相继推出
“居民身份证全程网办”、“跨省户口网上
迁移”、长三角区域新生儿入户“跨省通
办”等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能感知的
便民利民措施。

公安部今年下发《关于深入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全力推进高频
户政业务“跨省通办”的通知》，纵深推进
户籍业务“放管服”改革，在全国范围推
进开具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事项。 淮
南市公安局负责人表示， 将不断改进公
安机关户籍领域政务服务， 优化业务工
作流程， 为群众带来更多便利。 截止目
前， 淮南市已受理跨省市新生儿出生登
记业务 15 笔，审核外省市受理的出生登
记业务 65 笔。

如今， 大数据在新时代公安工作和
平安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
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已经成为一项关
乎平安建设的全局性、 系统性重大战略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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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啃小”，实则“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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