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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公

安机关都提出要全力破小案，把小案

当作大案办，这是公安机关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精神和要求，以

实际行动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实

现学习成果向工作成效转化的生动实践。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老百姓始终关心切

合自身利益的一些案件，而这些案件从属性

特征来看大多数是小案，但正是这些小案最

能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基本安全需求，

也最能够体现公安机关是否真正踏踏实实为

老百姓提供安全保障和服务。所以说，公安机

关、广大民警把小案当成大案来办，真正体现

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

轻视、不小觑每桩案件，正是公安机关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具体抓

手，也只有从全力破小案入手，才能够不断提

升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满意

度，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有获得感、安

全感。

  公安机关全力破小案，一个现实的问题

摆在眼前：警力和精力从何而来？公安机关尤

其是基层作战实体，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警

力、精力严重不足是实情。如何认真对待每一

起小案，把它当成大案来办，特别是在警力不

能从数量上得到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回应老百姓切实需求。集中力量和时间将

老百姓最关心、最关切的一些案件进行集中侦

破，分阶段、突出重点梳理规律，锁定一些共性

案件在短时间内集中破获，提高破案效率，迅

速回应老百姓对关系切身利益案件的关注。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新公安

群众工作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和推行的做法，人

民群众是侦破案件的重要社会力量，更是中国

特色公安工作不断发展的法宝。即便是小案，

我们也要不断地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在案件破获中的助力作用。比如提供

信息和线索，甚至老百姓可以参与一些案件的

调查走访。这在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中也有所体现，就是尽可能把矛盾

化解在源头，把问题处理在苗头。

  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公安部党委提出

要建立现代警务体系，而现代警务体系的最

大红利就是借助科技力量弥补警力的不足。

通过科技赋能，提高警务工作的效能，推动警

务机制的变革，将警务实战推向高效、精准、快捷、优化。

  从基层警务改革创新破局。很多地方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

办案过程中有很多创新的做法，还有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警务改

革，警务实践证明改革既是动力源又是生命源。从警务流程的变

革来看，现在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结合平安建设和

社会治安管理新特点、新规律、新要求等，因地制宜进行“两队一

室”（执法办案队、社区警务队、综合调度室）警务改革、重点地区

一站式报警系统安装、社区路面智能警务服务站等，大大提高了

警力布控、勤务处置的精准性和速度，提高了破案效能。还有公

安机关全面整合指挥、监控中心职能，调整优化勤务模式，明确

岗位职责、突出分工协作，构建“情指勤舆”一体化智慧警务运行

机制，都有助于解决警力和精力不足的问题。

  实现警务数据、信息等多种资源的共享，充分发挥大数据集

约整合、智能分析在侦破小案件过程中的推动作用。7月25日召

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深化警务机制改革推进会强调，要实现警务

数据融合共享。公安机关在警务资源共享机制的建设上还要下

大功夫，打破信息壁垒，真正实现“全警是一家、信息一体化、资

源无壁垒、合作常态化、警务勤联动、保障体系化”的新格局。

  “全力破小案”这项工作要想深入推进并扎实做好，需要建立

长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在这方面，应主要注意三点：首先，要解决

理念问题。各级公安机关、每一个作战单位、每一名警员，都要转变

执法办案理念，要把破小案作为公安机关实现为人民服务、不忘初

心的工作目标和考量指标。在大案要案命案必破之外，也必须重视

每一个小案件，从身边着手，从小案着手，全警上下要树立“小案现

民需，民生无大小”的理念，抓实、抓细办好每一起案件。

  其次，要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破小案机制。不要把小案拖成

大案、难案，或者等到案件变成积案后才想着去破。要建立小案

及时汇总上报制度，以及阶段性的分析研判机制，厘清在这些小

案中先破什么，重点破什么，作出合理的分配和规划。这种常态

化的工作机制非常重要，而且需要专人负责，把责任落实到人。

  最后，要把破小案纳入民警践行初心成效和阶段考核的绩

效指标中，考量民警是否能够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警务效能，

从而进一步考核是否真正做到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为民所需、所

呼、所应。

  长效机制的建设还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和保障，不仅有

依据还要有考量，不仅有责任还要有奖励，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

考评激励机制，推动公安机关将破小案长期做下去，并将其作为

整个公安工作提质增效的新着力点，以及提升办案质量和执法

水平的落脚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魏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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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文/图

  今年4月10日17时许，在江苏省江阴市周庄

镇打工的杨某发现，自己放在小商品市场门口

的一个快递被盗了，随即拨打110报警。虽然报

了警，但杨某并未对找回这个快递抱太大希望，

“里面就是些一次性杯子，价值仅160元”。

  就涉案金额而言，此案未达到刑事立案标

准，警方将其作为一起治安案件办理。但让杨某

没想到的是，周庄派出所经过筛查案发3天监

控，迅速锁定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刘某，经排查

和走访，很快掌握其落脚点并实施了抓捕。

  “真没想到，这么小的一起案件，公安机关

如此用心办，这么快就办结了。人民公安为人

民，我是深切感受到了。”时隔数月，杨某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仍赞叹不已。

  所谓“小案”，一般是指面广量大、数额相对

较小、处罚相对较轻的盗窃、抢夺、诈骗等事关

群众利益的侵财性违法犯罪案件，有别于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强奸、贩

毒、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刑事案件。

  曾几何时，小案难破、涉案财产难追回，困

扰着公安机关，群众也多有抱怨。

  在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

江苏各地公安机关在省公安厅党委领导和部署

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不断加大对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小案的

打击力度，各警种合成作战深度融合，形成了“小

案快侦、抢案必破、盗案多破、破积案挖隐案”的新

局面，向改革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把小案当

大案办”在各级公安干警头脑中形成高度共识，推

动公安机关“为群众办实事”落实落细。

  杨某快递被盗案的快速办结，就是一个缩影。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无锡江阴市、扬

州江都区、宿迁市等地进行一线采访。

诸多小案加速侦破

解决门前屋后安全

  坐标江苏。一系列小案加速侦破。

  杨某快递被盗案。“嫌疑人交代盗窃十余次

快递，经过搜查还发现他的住处有十几个未拆

封的快递盒。”周庄派出所副所长卞利清说，这

些快递盒的价值都很小，被害人都没有报案，最

后经过核实全部返还被害人。

  路边店被盗案。5月12日、13日凌晨，扬州市江

都区龙川派出所辖区连续发生11起盗窃路边店案

件。虽然有些案件案值仅几十元，但民警很快带着

图侦人员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和刑警大队合成侦

查中心进行侦查布控，在接报1小时内就将11起案

件成功串并，迅速锁定并抓获了嫌疑人，经过审查

串破了周边六个县区的盗窃案件12起。

  武某某现金被盗案。7月10日，宿迁市宿城

区罗圩乡武圩村村民武某某在村头和他人聊天

时，一回头发现放在农用三轮车里的近6000元现

金没了。罗圩派出所民警郭耘平接报后迅速赶

到现场处置，在徒步走访过程中，宿迁市公安局

智慧侦查中心就已经将周边村5名前科劣迹人

员的信息推送到他手里的警务通上。

  “当时受害人还有一部手机同时被盗，我就

一家一家走访，走到一家就拨通被盗手机，结果

到第三家就响了，半小时就顺利破案了。”郭耘

平说，依靠智慧侦查平台，不用大海捞针式排

查，是短时间内破小案的关键。 

  小案背后是什么？老百姓会说，都是我的血

汗钱！社区干部会说，这直接影响到社区安宁和

群众安全感。

  而破小案的荣誉感，在民警心里毫不逊色

于破大案，他们有很多感受和思考。

  “我们逐步转变思路，从打击电瓶车被盗、

路边店被盗等系列民生案件入手，2021年上半年

与2018年同期的破案率相比上升了41.5%。”江都

分局仙女庙派出所民警汤坤说，通过打造民生

小案侦查新模式，一大批老百姓门前屋后的案

件被及时破获，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

度明显上升。

  “农村留守的老弱幼群体，他们看案件没有

大案小案之分，家中被盗都是大事。”罗圩派出

所副所长倪乾儒认为，农村地区能快速破小案，

老百姓既能追回钱，面子上也很光彩。

  “虽然是小案，但老百姓心里不踏实，很难

接受，我们就有责任努力侦办。”工作刚满3年的

江都分局龙川派出所民警郑一鸣认为，年轻民

警从办小案入手慢慢成长，特别是随着自身侦

查办案能力提升，今后办大案的韧性和洞察力、

判断力也得到了提升。

  走进基层公安机关，《法治日报》记者深切感

受到，随着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

深入开展，整治顽瘴痼疾、为群众办实事的“头脑

风暴”越刮越猛，如何下功夫聚精会神解决民生

小案发案多、破案率低的难题，把小案当大案办，

已经成为江苏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的工作导向。全

力破小案，在江苏许多地方正在变为现实。

彻底纠正思想误区

小个案或成心头患

  曾有一段时期，基层公安集中力量办大要案，

在“命案必破”指挥棒影响下，加之刑事技术突飞

猛进，各警种合成作战将一大批大案、积案成功破

获，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与此同时，警力、手段不

足，小案多发、难破等问题也长期伴随。

  攀爬入室盗窃、地铁公交车扒窃案、盗窃车内

财物、偷盗家禽家畜等侵财性接触式犯罪，虽然近

年来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但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

侵财类案件却始终高位运行。更多犯罪形态转战

网络，给基层民警的办案能力带来严峻考验。

  “大案基本全破，但民生小案的破案率长期低

位徘徊。”江阴市公安局副局长卢刚分析，首先是

思想认识没有到位，重视破大案、打击有影响的犯

罪，忽视群众身边的小案；其次是工作机制没有到

位，要保证每一起案件都有人在侦办，都有数据和

手段支撑，还需要有一支专业现场勘查队伍；第三

是业务能力没有到位，跨域警务合作机制不强，打

击标准不一，很多新类型案件，如群众怨声载道的

电信诈骗案件，需要尝试探索式打击，需要进一步

强化数据赋能；最后是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必须

扭转“重大案而轻小案”的工作导向，解决干警对

办小案存在一定程度轻视的问题。

  “过去我们感觉，用大案的侦查手段去办小案，

‘杀鸡用牛刀’有点不划算，但现在回头看就是思想

误区，如果小案在24小时内不能破案，那有可能嫌

疑人会外逃或继续伺机作案，也可能犯下大要案，

赃款赃物也难以追回，破案成本、抓捕成本反而翻

倍增长。”宿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徐同凯说。

  “小案的案值不大、损失不多、情节不重，如

果算经济账，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肯定不小，但

如果算政治账、民生账，每一个小案和大要案一

样，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江都分局

副局长、政治处主任王传海认为。

  “今天小个案可能成为明天系列案，就是老

百姓的心头患。”江都公安刑警大队图侦情报中

队队长孔德年认为，只有及时破了案，才能及时

追赃挽损，老百姓才能真正发自内心满意。

科技赋能提高效能

破小案能串并大案

  “串并小案破大案”越来越促进着刑警办案

思维的不断变革。

  “小案面广量大，怎么用破大案的资源来破小

案？对于侵财类案件来说，犯罪分子既做大案也做

小案。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偷鸡蛋是个小案，侦查

人员提取了指纹，但破了十几年前的命案。”江苏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合成支队负责人说，老百姓不

知道的是，很多没有立上刑事案件而仅仅立了治

安案件的小案，在公安内部系统已经能实现全省

串并。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数据赋能。

  据了解，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专门组建

了全省“云剑”数据战队，共有300余名队员，打

造了一支数据侦查专业尖刀队伍。省公安厅还

将侦破串案作为提高“规模破案”的重要途径，

仅2021年以来全省公诉跨省跨市系列案件就达

243串5600余起，还筛选了100串重点案件进行挂

牌督办、集中攻坚，推动各地串并侦破本地系列

案件1000余串1.5万余起。

  记者在宿迁市公安局采访时了解到，该局

刑警支队会同湖滨分局历经1个多月艰苦奋战，

成功破获了一起由农村留守老人失窃案引发的

串并案，进而一举破获一起特大跨省系列冒充

政府工作人员盗窃农村留守老人财物案。

  2018年10月18日10时许，皂河镇王营村村民

王某某报警称，有自称房屋拆迁测量人员将家

中黑色包内8000余元现金偷走。第二天，警方接

到皂河镇金庄等地村民报警，又连续发生3起同

类型案件。此后一周内，在黄墩镇、皂河镇又连

续发生2起同类型案件。

  警方串并案后梳理研判发现，嫌疑人作案地

点随机选择偏僻的农村地区，侵害对象瞄准农村

孤寡、独居、贫困等年龄大、辨识能力弱的留守老

人，冒充民政、乡镇干部等身份，以了解低保、养老

保险发放情况为名骗取受害人信任。又以查看身

份证、户口本、银行卡、保险单等名义发现受害人

存放现金地点，随后以检查房屋质量、帮忙带路的

名义将受害人骗离现场，乘机实施盗窃。

  在宿迁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陈红淦统筹指

挥下，专案组逐案强化现场勘查、信息比对、蹲

点守候等侦查措施，始终没有放弃追查，经过对

赃款去向的技术布控，抽丝剥茧顺利追查到嫌

疑人车辆运行轨迹。

  “仅在嫌疑人必经之路的睢宁徐洪河大桥，

我们就安排了20余名警力连续守候10余天。然

而，犯罪分子十分老辣狡猾，轨迹难以追踪。”宿

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徐同凯说。

  即便是基本锁定了嫌疑人，警方也没有立

即动手抓捕，而是进一步锁定证据。2018年11月

27日，伺机再次作案的嫌疑人在徐州睢宁县城

被成功抓获。经审查，自2018年3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张某某驾驶摩托车流窜到宿迁、徐州及安

徽泗县、五河等横跨两省9县区、41个乡镇、118个

村庄实施盗窃作案121起，案值50余万元。

  今年1月19日8时许，南京市公安局接报一起

盗窃二手奢侈品交易中心多块名贵手表，价值

达1700万元的案件后，立即调集精干警力开展现

场勘查、侦查攻坚。

  不到48小时，警方就在四川成都抓获嫌疑

人严某某，追回了全部被盗物品。“嫌疑人相当

狡猾，不惜开着摩托车千里迢迢到南京踩点并

实施犯罪，得手后又返回重庆、成都伺机销赃。”

办案人员说，正是在快侦快破机制驱动下，案发

后第一时间合成侦查，进行全方位采集信息并

对赃物进行布控，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轨迹。

  在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强化情报研判、线

索层报、串并打击，不断提升打流窜、打系列犯罪

规模效应的指导下，盐城市公安局通过对盗窃洗

浴中心系列案件进行串并，一举破获了涉及江苏、

安徽、浙江等地案件100余起，案值100多万元。

多措并举创新机制

提升破获小案能力

  江阴市公安局如今已建立现场统勘机制———

无论刑事、治安案件何种警情，都必须有专业技术

人员现场勘查。小案现场勘查率达到100%。

  江阴市公安局提供的一组数据说明，刑侦打

处质态已经跟上了快侦快破的节奏：2015年至2020

年，该市盗窃案立案数下降73.4%。2021年上半年，

全市盗窃非机动车、入室盗窃、盗窃家禽家畜、盗

窃车内财物等案件破案率分别为83.1%、52.2%、

52%、67.5%。其中，24小时破案比例达到33%；72小

时破案比例达到42%；有效追赃率达91%。

  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在全警树立了“破大

案是成绩，破小案也是成绩”“大案小案一样算”的

理念，把侦防“民生小案”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切

入点，实行有案必立、立案必查，实行主要负责人

盯串案、分管负责人盯个案、法制部门盯办案的

“盯案机制”，确保民生小案有人管、有人办。

  该局为了进一步激励全警破小案、多破案，

开展每月“五小警务之星”评比活动，注重青年

岗位能手培养，今年以来已有18名侦破“小案

件”之星受到表彰奖励，13名青年办案能手受到

提拔任用。

  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实行“快侦快破、追

赃挽损”的小案办案思路，构建了“图侦专业队+

派出所图侦工作室”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六盯”

流水线办案机制，即盯现场、盯线索、盯抓捕、盯

审查、盯追赃挽损、盯执法质量，打破以往“吃大

锅饭”的粗线条考核方式，将24小时、48小时快速

破案纳入加分考核项目。2021年上半年24小时、

48小时破案数分别占破案总数的39.74%、14.37%。

  宿迁市公安局强化智慧侦查中心的顶层设

计，提出了侦查破案情报线索贡献度、传统案件

破案率、专业打处任务的三个60%目标，2021年

上半年全市公安机关传统案件破案率达57.7%，

同比上升12.4%；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降

19.36%，破案数上升207.7%，破案率上升18%。

  “既要抓住72小时‘黄金破案期’，最大限度

破小案，又要加强犯罪预防，实行案后侦查到犯

罪预防和社会综合治理。”江阴市副市长、公安

局局长许昌建议，将“以人为本”理念进一步入

脑入心，全面加强以警情治理、风险管控为体系

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以“用心破小案”全

面提升群众对平安建设的获得感、满意度。

  “破小案要思想上重视、手段上集成、考核评

价上动真格。”江都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胡付

祥认为，要树立“小案不小办、小案不小看”的思

想，强调大案快破必破、小案串破多破，需要领导

干部带头形成头雁效应，所队长执法办案制度等

两手同时抓，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要加强智慧侦查中心建设，为基层一线侦

查办案提供快速反应的数据支撑、手段支撑、情

报支撑，实现作战指挥的可视化、精准化、智能

化、扁平化。”宿迁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韩军认

为，要积极应对刑事犯罪形态新变化，构建职能

清晰、指挥顺畅、上下一体、合成合力的打击犯

罪机制，推动基层公安破小案能力迅速提升。

制图/高岳  

把小案当大案办，警力从何而来
记者调查江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民生小案工作

  自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各级政法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安机关凝心聚力破小案，解民忧、合民意；检察机关推行检察长接访，一把手带头化解信访难题；法院系统推动员额法官进社

区，着力促进诉源治理；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律师公益法律服务，让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对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实践活动中，各地政法机关立足主责主业，通过深化改革创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破解了一系列多年未解之难题——— 把小案当大

案办，警力从何而来；检察长接访，怎么接效果最好；员额法官进社区，案子谁来办；律师干公益，积极性哪里来等。

  为群众办实事，是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永恒使命和终身课题。“法治经纬”版从今天起开设“我为群众办实事•探索长效机制”专栏，通过记者深入基层一

线，记录各地探索实践，挖掘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以期为各级政法机关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供参考，更好地服务群众。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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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如果算政治账、民生账，

每一个小案和大要案一样，都关

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 依靠智慧侦查平台，不用

大海捞针式排查，是短时间内破

小案的关键

  ● 破小案要思想上重视、手

段上集成、考核评价上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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