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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温哥华警务委员会主席致辞

我谨代表西温哥华警务委员会，向秉承
着正直、负责和高尚的品格为本地社区
提供服务与保障的西温哥华警察局致以
诚挚的谢意。

我们有幸在斯夸米什部落、兹列瓦图斯
部落和马斯魁部落这片传统、原始且从
未被割让的领土上生活、工作，并有机
会参与各种娱乐活动。我们承认并尊重
原住民部落长期以来居住在这片领土上
的事实，以及原住民部落自古以来与本
地区的领土和水域之间的悠久联系。

我们在此十分荣幸地与各位分享西温哥
华警察局《2022年-2025年战略规

划》，该规划旨在向公众阐明我们的承
诺，帮助我们积极、快速地应对西温哥
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挑战。

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并有效服务于西温
哥华的多元化社区，我们邀请了众多关
键利益相关者参与我们的战略规划流程，
以确保这一规划充分反映了我市居民的
各类需求和愿望。

我们相信，该规划中提出的四个目标—
—联系、赋权、团结和奉献——不仅能

够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挑战，还将帮助
我们为尚不确定的未来做好万全的准备；
当然，安全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Mary-Ann Booth，主席

Sonja Foley，委员会成员
Peter Gibson，委员会成员
Mehran Kiai，委员会成员
Yang Wang，委员会成员
Wilson Williams，委员会成员
Roo Wyda，委员会成员

西温哥华警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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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代表西温哥华警察局在此感谢
各位让我们有机会在海岸赛利希族
以及sḵwx̱wú7mesh（斯夸米什）、
səl̓ ílwətaʔɬ（兹列瓦图斯）和
xʷməθkʷəy ̓əm（马斯魁）部落自

古以来从未被割让的传统领土上工
作。我们始终以谦逊的态度服务于
这个自然风光秀丽且拥有丰富文化
与多元化的社区。

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并表明，最近围
绕警务的舆论发生了变化。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引
起了公众对警察这一角色的质疑，
现在，警察们正面临着越来越严格
的问责制度和公众监督。西温哥华
警察局认为，公众对警察机关的这
一严格考验同时也是我们聆听社区
期望和需求的一次宝贵机会。为了
维护和发扬社区对我们的信任，我
们必须不断改进和发展警队。

警察局长致辞

作为西温哥华警察局的局长，我同
样意识到，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执行警务，时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
下，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有的工作
人员都能获得必要的支持。

警察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负起责
任，保护并服务于我们的社区，并
为彼此提供支持。我们的战略规划
主要关注以下四个目标：着力扩大
与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联系，减少
犯罪，关注工作人员的健康福祉，
以及为我们的社区作出贡献。

我非常期待看到警察局所取得的进
步，以及为我们西温哥华和
Xwemelch’stn的居民提供优质高
效的服务。我谨代表WVPD全体成
员，为大家带来我们的《2022年-
2025年战略规划》。

警察局长John Lo
西温哥华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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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服务的
社区

西温哥华警察局(WVPD)是西温哥华地区的市政警察

部队。我们很荣幸能够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为
我们的多元文化社区服务。

4444,200人口

16,935户

页 页

罪案严重
指数

低于BC省
平均值

警务人员

西温哥华主要是住宅区 的西温哥华居民非加拿大
本土出生

在家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

密切合作以确保西温哥华
的安全

随时准备提供全方位警务
服务

居民年龄在65岁以上

38%79名
文职人员
22名

有一位
每

四人中

图片由Brayden Law拍摄，发布于Unsplash

https://unsplash.com/@braydenlaw?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5

我们的战略规划
流程

随着WVPD《2016年-2019年战略规划》
的结束，西温哥华居民与WVPD的全体

工作人员一同进入了一段日新月异的社
会变革期。2021年3月，John Lo被任命
为警察局长，他为WVPD的全新愿景奠
定了基础。

这一流程首先从与西温哥华警务委员会
的一对一面谈开始。西温哥华警务委员
会是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警察法》
所设立的法定机构，负责监督西温哥华
地区的警务工作。这些一对一谈话旨在
深入了解委员会成员对警务工作优先事
项、需求变化以及未来愿景的看法。警
察局长还邀请所有工作人员参与了一项
职工调查，以确定内部的优势强项和成
长空间。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WVPD各组织单位
的

正式和非正式领导致力于深入学习理解
委员会指南、社区社会人口统计数据、
WVPD服务分析数据、国家公共安全趋

势并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斯夸米什
部落）开展对话，从而总结出4项长期
目标。

为确保相关性，战略规划应当是一个连
续的流程。这一战略规划旨在指导一个
灵活的规划流程。它将指导我们的工作
人员着重关注这4个长期优先事项，并
将其成果作为衡量我们2022至2025年工

作情况的稳定标杆。在较短的规划周期
内，我们的工作人员将被邀请根据其对
环境与社区变化的学习与观察制定新的
“冲刺目标”（有时间限制的短期工作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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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取得的成果

• 多元文化居民的来电
• 工作人员的文化与语言多元化
• 文化安全警民协议

目标1：联系
西温哥华和Xwemelch’stn的多

元化种族群体，优先解决事关社
区安全的问题

我们期望取得的成果

• 减少非法入室犯罪
• 减少车内财物盗窃
• 减少行人与自行车交通事故

目标2：赋权
我们的一线人员领导创新，有针
对性地减少犯罪并采取交通安全
措施

战略规划简要说明 我们的愿景

来自任何文化背景的居民都能够信任西温
哥华警方，寻求保护与合作

开诚布公。我们在团队与社区中寻求来自多元文
化、经验和视角的不同声音，我们理
解，多元开放的意见将帮助我们达成
更明智的决策、更创新的想法和更持
久的解决方案。

乐于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与西温哥华居民和社
区建立了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因此
深受鼓舞，满怀热情地开启每一天的高
效工作，致力于为社区带来积极的改变。

价
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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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取得的成果

• 培养员工的团队意识
• 降低每年主动离职人数
• 强化危机事件压力管理的应用
• 提高接受同伴支持培训的人数

目标3：团结
所有人

我们期望取得的成果

• 强化与年长者的面谈与电话联系
• 多学科响应的心理健康电话
• 为高需求人群建立健康与社会服务联系
• 转介到北岸恢复性司法(North Shore Restorative 

Justice)

• 减少车辆废气排放

目标4：奉献
于我们的社区福祉

使命

高效响应与调查，共创安全西温哥华

以人为本。保护居民安全是创建安全西温哥华的
题中之义。正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使得我们
团结在一起，组成一支以乐观、自信和友
善提供相互支持的团队。

正直诚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负起责任，确保我
们的一言一行都服务于西温哥华的居民，
绝不破坏大家的信任。我们推崇诚实、负
责、尊重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

价
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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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开诚布公。我们在团队与社区中寻求来自多元文化、经验和视角的不同声音，
我们理解，多元开放的意见将帮助我们达成更明智的决策、更创新的想法和更持久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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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西温哥华和
Xwemelch’stn的多元化
种族群体，优先解决事
关社区安全的问题

为什么要联系？

西温哥华仍然是加拿大对新移民最
富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近一半的
西温哥华居民并非出生于加拿大，
他们可能较为熟悉原籍国的警察角
色。三分之一的西温哥华居民在家
说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使用最多
的是中文(12%)和波斯语(9%)。我
们的目标是要让所有西温哥华居民
在WVPD的保护下感到“宾至如
归”，并在需要帮助时毫不犹豫地
向我们求助。

加拿大人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过去
曾经对原住民有过许多不公正的行
为，因此，我们也要注重培养文化
安全与谦逊意识。这包括

认识到我们在理解Xwemelch'stn传
统村庄的历史、价值观、偏好和明
确的社区安全需求方面的不足。这
意味着我们要以学习者而不是专家
的身份，以好学的心态与斯夸米什
部落开展合作。

2022年冲刺目标

• 安排时间进行步行巡逻
• 在WVPD内部开展华人社区、波

斯社区和Xwemelch’stn社区的
社会人口结构和服务需求学习。

• 扩展WVPD的语言无障碍计划
• 与移民服务合作伙伴合作，推出

中文版和波斯语版的《警务101 
(Policing 101)》视频

• 开展WVPD内部的原住民文化安
全培训

• 与Xwemelch’stn年长者共同创
造角色/流程以实现长期指导

2022年-2025年结果

• 多元文化居民的更多来电
• 工作人员的文化与语言多元化
• 增加文化安全警民协议数目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乐于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与西温哥华居民和社区建立了牢固的合作伙伴关
系，并因此深受鼓舞，满怀热情地开启每一天的高效工作，致力于为社区带来积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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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

我们的一线人员领导创
新，有针对性地减少犯
罪并采取交通安全措施

为什么要赋权？

WVPD灵活的规模、结构和想要为

西温哥华居民办好事的愿望意味着
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发展集多项于一
体的警务技能。

在职技能发展是WVPD员工价值主

张的关键要素，也是确保西温哥华
安全的重要环节。特勤小组的短期
任务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学习了解减
少犯罪和改善交通安全的新方法。
WVPD还可以建立内部实践，邀请

工作人员判断西温哥华社区内的犯
罪和交通安全趋势，提出解决这些
问题趋势的创新策略，且无论其职
级如何，

放手赋权，指挥完成干预。

2022年冲刺目标

• 填补一线人员的空缺

• 为巡逻队员制定计划，通过与
WVPD特勤小组一同完成任务或

借调到其他部门的特勤小组以积
累多种经验

• 与工作人员一同制定每月犯罪趋
势回顾报告

• 建立一套系统流程以鼓励WVPD

一线工作人员提出减少犯罪和改
善交通安全的创新举措，并在方
案获得通过后提供相应的指导、
支持和资源以实施这些举措

2022年-2025年结果

• 减少非法入室犯罪
• 减少车内财物盗窃
• 减少行人与自行车交通事故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以人为本。保护居民安全是创建安全西温哥华的题中之义。正是这个共同的
目标使得我们团结在一起，组成一支以乐观、自信和友善提供相互支持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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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

所有人

为什么要团结？

WVPD具有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独特

因素。然而，西温哥华附近的住房
开销意味着很少有工作人员能住在
我们所服务的社区内，因此也难以
留住人才。要提升员工敬业度，建
立工作人员与WVPD之间的紧密联
系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WVPD

始终致力于从一线工作人员开始培
养我们的团队意识。

我们的工作人员永远与正在经历个
人损失、伤害、心理健康和物质滥
用的居民及其家人站在一起。然而，
工作人员所经历的二次创伤和疲劳
可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健康和福祉，
以及他们的家人。要创建安全的西
温哥华，离不开我们的工作人员；
因此，我们同样投资于培养员工的
心理韧性。

2022年冲刺目标

• 建立一个“归属感与包容性委员
会”，为强化WVPD的团队意识
提供指导

• 领导组织发起的团队仪式（以当
面或虚拟方式）

• 加强危机事件压力管理(CISM)支
持

• 加强同伴支持计划

• 审核工作人员可用的心理健康选
择

2022年-2025年结果

• 培养员工的家庭或团队意识
• 降低每年主动离职人数
• 加强CISM应用
• 提高接受同伴支持培训的人数



安布赛德公园(Ambleside Park)的欢迎像是Sḵwx̱wú7mesh Úxwumixw（斯夸米什）第一部落给我
们的赠礼，它提醒我们要尊重土地、动物和所有来到我们海岸家园的人。

图片由Vince Lee拍摄，发布于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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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splash.com/@vklee?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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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的社区福祉

为什么要奉献？

在这样一个各种规模、各种职能的
组织都必须谨言慎行、考虑影响的
社会环境中，WVPD大有机会在地
方和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影响。

西温哥华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年
龄在65岁以上，他们更容易受到社

交孤立和某些类型犯罪的影响。其
次，心理健康问题在整个社会人口
统计中呈上升趋势。来电要求获得
心理健康专业服务或受训服务的公
众意愿高涨。一些没有机会获得适
当社会与健康支持的居民已经成为
警务服务的高需求者。

与本地居民一样，WVPD也意识到

气候变化已成为对社区安全的一种
威胁，

并将履行我们的义务，敦促减少排
放，杜绝浪费。

2022年冲刺目标

• 与DWV年长者服务委员会合作，

指定社区服务团队年长者安全领
导负责人，确定要提供的服务

• 与社区伙伴合作，制定一张弱势
群体情况表

• 强化与LGBTQ2S+社区团体的联
系

• 建立心理健康来电应答试点，配
备心理健康专业服务和/或接受
过创伤应答培训的接线员

• 针对气候事件进行联合情景演习
• 制定WVPD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包括在线报告和转型到电动车辆
的长期过渡

2022年-2025年结果

• 强化与年长者的面谈与电话联系
• 多学科响应的心理健康电话

• 为高需求人群建立健康与社会服
务联系

• 增加转介到北岸恢复性司法
(North Shore Restorative 
Justice)

• 减少车辆废气排放

奉献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正直诚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负起责任，确保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服务于西
温哥华的居民，绝不破坏大家的信任。我们推崇诚实、负责、尊重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

16



西温哥华警察局

755 16th Street 
West Vancouver, BC
V7V 0B8

604-925-7300

westvanpolice.ca

@WestVanPol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