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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06 年初，时任吉首市刑侦大队民警的陈世军
参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组织的打击车匪
路霸行动，抓获了一批犯罪分子。 4 月6 日下午6 时
许，犯罪团伙首犯杨林在花垣县排碧乡的一处网吧里
现身。 陈世军和队友闻讯后立即赶到，杨林逃出网吧
直奔319 国道，陈世军驱车一路紧追到矮寨段，见杨
林在公路的悬崖边弃车逃跑， 陈世军上前一个箭步，
差点抓住了杨林，杨突然朝悬崖跳了下去。此时，陈世
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逃跑！ ”他毫不犹豫地
纵身一跳……

幸运的是，陈世军被一块大石头拦住，才未掉下
悬崖。 医院诊断多处软组织挫伤、脑震荡、左脚踝关节
骨折及外侧肌腱撕裂，右小腿肌腱撕裂。 如今受伤部
位变形，一到阴雨天左踝关节就疼痛。 杨林当晚也摔
伤了脚，不久被公安民警抓获。 陈世军先后数次荣获
嘉奖，立三等功1次。

文/图 刘谦 方勇

� � � � 陈 世 军 ，
1973� 年出生，
1995� 年从警，
中共党员，现任
吉首市乾州派
出所民警。

方勇 画

陈世军跳崖追“路霸”
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李国斌
通讯员 杨昭 李磊

11月4日， 长沙芙蓉公安多警种协作联
动、合成作战，通过情报研判、现场勘察、视频
追踪等多种手段， 在案发后12小时便抓获犯
罪嫌疑人，快速侦破“11·04”珠宝盗窃案，价
值200余万元的涉案财物被全部追回。

“这个案件能迅速侦破，充分体现了湖南
警务机制改革的成效。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许显辉说，通过推进体系化、结构性、全方
位的改革， 纵向上压缩层级、 横向上合成作
战， 借助科技信息化， 全面提升警务实战效
能，部分案件朝发夕破、夕发朝破。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4年来，湖南公安呈现
“五下降三上升”趋势：全省刑事案件、命案、
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火灾同比下降；公众安
全感、满意度、刑事破案率上升。

数据， 注解着湖南公安警务机制改革的
喜人成果；案例，解读了警务机制改革的“湖
南样本”。

问题倒逼警务改革，业务流程
再造和优化，向现代警务转型升级

一年前，湘潭公安民警李卫国退休了。 从
警36年，随着身上的警服从军绿变为藏青，他
也目睹了科技强警等系列变革，“民警的技术
装备和办案手段变了， 守护人民的初心从未
变更。 ”

2017年10月24日， 故意杀人案逃犯杨某
在张家界落网。 18年前， 杨某等人因一时冲
动，在永顺县将同村村民谭某杀害后逃亡。

去年3月， 永顺县公安局梳理命案积案。
民警积极探索大数据追逃新模式， 通过多警
种合成作战，对重点人员重新排查筛选，精准
锁定杨某藏匿地点。

“若非多警种合成作战，这个案子也许还
破不了。 ”追逃民警感慨道，“警务改革提升了
我们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到来，传统
的警务模式普遍面临警力不足、打防管控脱节、
效能低下、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成为制约公安
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瓶颈。

“过去的警务管理体制，分工过细、职能
交叉、资源分散，直接影响办案效能。 ”怀化市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长春告诉记者，怀化
公安机关一度存在警务资源碎片化分割、警
务方式粗放、打防管控相互脱节、情报信息共
享困难、警务工作整体效能不高等“硬伤”，严
重削弱公安队伍战斗力。

问题，倒逼改革。 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
进程中，务实笃行、敢为人先的湖南公安，从

未停止探索的步伐。
2015年初，怀化市公安局开出“药方”，在

全省率先启动“三级一体”警务改革。 目前，怀
化市所辖13个县市区均撤销原来的18至20个
队室，整合组建成7个中心。

怀化市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执行指挥长
向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指挥中心是龙
头和枢纽，侦查实战中心、治安防控中心是对
付违法犯罪的两只拳头。 便民服务中心与侦
查实战中心、 治安防控中心组成了公安机关
的“三驾马车”，其他中心为“三驾马车”提供
支撑、服务和保障。

2016年以来， 怀化市刑事案件总量下降
27.15%， 破案数上升16.32%， 破案率上升
15%。

在怀化警务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省
公安厅在省、市、县三级构建“4+X”警务中心。
以业务职能为分类逻辑， 以大数据为核心支
撑，在省、市、县三级组建指挥情报、侦查实
战、治安防控、新闻舆情“四大中心”，市、县两
级视情况组建或升级若干中心。 建成全省
110、119、122集成管理平台，实时归集全省所
有接处警数据，实现警情汇总、分析、监测、展
现等功能。

组建中心，改的不只是名称；机构改革，
绝非简单的撤并。

“职能捏碎了重组、流程掐断了再造、场地改
造了再分、人际打破了再融、考核推倒了重建。 ”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改革办主任袁友方向记者
介绍，通过平台归集和权限下沉，打破“情报围
墙”“信息孤岛”，确保信息资源高效共享。

目前， 全省14个市州公安局、128个县市
区公安（分）局运行“4+X”警务模式，已建成
701个中心，实体化运行的513个。

改革后， 全省基层公安合成作战响应大
提速，由过去的1至2天缩短到最快10分钟，部
分案件朝发夕破、夕发朝破。

近3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总量年均下降2万
起， 2018年上半年全省刑事立案同比下降
18.3%，破案率上升15.4%，升降幅度居全国前列。

破除信息壁垒， 侦查破案从
大海捞针到一键锁定，从靠人双腿
跑路到数据跑路

“一比零！ ”2017年3月23日晚，裁判一声
哨响，长沙贺龙体育馆一片欢腾，世界杯亚洲
区中韩足球赛中，中国队击败了韩国队。

7万余名球迷齐聚贺龙体育馆，长沙城区
秩序井然。 大数据成功指导大型安保活动，彰
显了湖南公安的智慧。

“赛事社会关注度高，我们安保压力大。 ”省

公安厅治安防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省、市、区
三级公安机关运用情报研判、数据碰撞、视频巡
查、远端分流、临场安检等手段，制定了40余项
安保方案，最终确保赛事圆满顺利。

南岳衡山，是我国南部的宗教文化中心。
每年春节，全国各地数十万群众去南岳祈福，
安全风险隐患大。

今年春节， 衡阳公安机关对人流进行统
计和科学分析，实时监控进庙、出庙人数，控
制庙内人员总量。

“这一轮改革是瞄准提升警务实战效能，
而大数据则是警务改革的关键支撑。 ”袁友方
说， 湖南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
署，主动拥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强力
推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破除“数据烟囱”和

“信息壁垒”。
目前， 省公安厅大数据中心归集数据总

量达到871类578亿条， 自然人信息平台归集
数据202类56亿条。

2016年， 长沙市公安局组建大侦查作战
中心，将刑侦、经侦、禁毒、公交、食药环、网
技、监管等7个警种融入体系，整合8大类20多
种资源手段，推动传统侦查作战模式向“互联
网+”大侦查作战转变。

改革效果，立竿见影。
在今年年初全省集中打击斗争“冬春攻

势”专项行动中，通过大侦查作战体系的指挥
调度和协同作战，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部门快
侦快破25个跨区域系列侵财案。 平均不到3天
时间，摧毁1个犯罪团伙。

大数据，让社会治安防控更有底气，也让
全民共享改革红利。

“一边逛街，还能一边把往来港澳通行证
签注办了， 网上办事申请‘秒批’， 不足2分
钟。 ”7月30日，王女士为长沙公安机关的便民
服务点赞。

今年5月起，全省公安系统全力推进实施
“只跑一次”工作制度，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长沙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唐向阳介
绍， 长沙公安推进行政审批服务窗口“一站
式”、网上“指尖式”、线下“家门口”，99项行政
审批事项进驻长沙市政务中心，33项交警、入
境服务事项放至微信服务端。

今年10月， 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建设全面
试运行，已整合400余项网上业务事项，实现
全业务覆盖、全流程闭环、全方位贯通。 截至
10月31日， 省内居民就近办证41.75万人次，
在全省范围内自助办理港澳台签注112.16万
人次； 符合条件的外省居民就近办理出入境
证件2.09万人次。

从侦查破案的大海捞针到一键锁定，从靠人
的双腿跑路到数据跑路，大数据已成为湖南平安
建设的新引擎和警务创新的新动力。

用全警智慧助推改革，微创新
释放大能量，让老百姓更安全更有
幸福感

2017年6月底，大雨瓢泼，株洲市天元区

一名村干部劝说危房中的罗某搬离， 被其用
自制枪攻击。 案发后， 罗某逃往茂密的山林
中，民警围捕不便。

7月1日下午， 株洲市公安局科信支队民
警带着无人机赶至案发现场， 拍摄过程中发
现，山顶有一个草棚，疑似嫌疑人藏身点。 当
晚，民警通过警用地图“快易拼”应用系统，完
成嫌疑人藏匿山林的影像地图更新。 围捕民
警据此快速将罗某抓获，收缴枪支12把。

近些年，城市化、城镇化加快，国土、测绘
部门现行的地图， 远远不能满足公安机关的
实战需求。

基于这样的“痛点”，株洲市公安局科信
支队团队研发出“快易拼”应用系统，该项目
在省公安厅第二届“微改革微创新”大赛中获
得金奖。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以来， 省公安厅坚持
顶层设计和全警创新并重，突出基层首创，鼓
励全省公安民警搞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
让微改革释放大能量。

2016年以来，省厅连续两年举办“微改
革微创新” 大赛， 共催生1960余个创新项
目，推出120余个优秀成果。 在全国公安机
关改革创新大赛中， 湖南公安获奖总数位
居全国前列。

“农寨灭火宝”、酒店星级管理APP、便携
式应急指挥合成设备……一大批微改革微创
新项目成果， 成为全省民警手中的“便民载
体”和“破案神器”。

“所有改革创新的项目内容均着眼实战、
围绕实战、服务实战，以利警惠民、提质增效
为最终目的。 ”省公安厅副厅长、政治部主任
吴巨培介绍。

基层不断创新警务机制，成果丰硕：邵阳
“城市快警”“一村一辅警”、岳阳110警务机制
改革、永州建立三级战略防控圈……

邵阳作为湖南人口最多的市， 为破解农
村警力不足难题，2016年在全国首创“一村一
辅警”制度，3299名驻村辅警，严守农村治安
第一道防线。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邵阳市、娄底市、怀
化市农村地区刑事案件发案数分别同比下降
21.3%、36.7%、20.4%，怀化市1769个村实现零
发案。

邵阳这抹“辅警蓝”，正逐渐向三湘四
水蔓延。2019年2月底前，全省2.3万多个建
制村，每村将至少配备1名专职辅警。

许显辉说，警务改革创新，大大提高了
湖南公安机关体系的合力、资源的潜力、民
警的动力和科技的魅力， 让老百姓得到更
安全、更方便、更公正的“红利”，也让民警
得到更高效率、 更高素质、 更有成就感的
“红利”。

立足新的警务运行模式， 湖南公安机关
如冬日暖阳，正释放出更多活力和热情。 思考
在继续，改革在路上。

警务机制改革凸显湖南智慧

王德和

截至11月26日，邵阳市的新邵等3县全面
完成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株洲市的
醴陵等6市区全面完成《湖南日报》发行任务，
全省共计完成湖南日报征订207803份， 占全
年任务的67.05%。 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正
在快速推进。

今年，中央5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加大对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支持力度， 逐步将中央
和省级主要党报党刊纳入政府向社会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范围。 全省各地积极主动贯彻
中宣部对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部署要
求，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的特殊重要性， 自觉创新做好重点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 在宣传发动和经费落实方面实

现了新的突破。
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 全省各地改

变了以往会议+文件式的传统党报党刊发行
模式， 开展了方式各样、 卓有成效的组织发
动。

11月9日，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首次以
座谈会的方式召开。 常德、长沙、邵阳、怀化、
岳阳、株洲、湘西、娄底、湘潭、衡阳等地召开
了形式多样的党报党刊发行座谈会， 参会人
员精干，工作布置各有特色。 常德要求按时间
节点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凡党报党刊发行任
务没有完成的单位， 不能参与宣传思想工作
的评先评优，不参与文明单位评选；邵阳继续

将党报党刊发行纳入五个重要工作考核内
容， 实行一天一调度； 岳阳强调创新发行方
式，在聚焦重点报刊、重点部门、重点人群、重
点窗口、重点设施的同时，深挖需求、拓宽渠
道，扩大征订范围；娄底要求严格考核机制，
严肃发行纪律，切实做到“四个到位”（领导责
任到位、征订任务到位、订阅经费到位、督促
检查到位）；湘潭实行邮政代分发、无中转投
递服务， 由投递员根据各机关企业大楼的报
纸分发要求直接投递到位， 提高报纸的时效
性、阅读率和利用率。

郴州、永州、益阳、张家界等地及时下达
了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两办文件， 迅速

布置和推进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益阳按单位
人员编制、 县区人口数量及财政状况重新科
学下达计划； 永州按照管理权责调整了党报
党刊征订模式。

将主要党报党刊纳入政府向社会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实施财政统一购买，成为
各地党报党刊发行的共识。 郴州明确属财政
拨款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党报党刊征订工
作统一实施政府采购， 由宣传部门下达核定
党报党刊订阅范围、 订阅份数和订阅经费的
通知， 财政部门直接从该单位的公用经费中
划转订阅经费； 株洲要求在确保完成去年存
量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财政代扣；娄底全面推

行党报党刊发行财政代扣，市委书记、市委宣
传部长亲自布置和推进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省直四大牵头单位高度重视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 省国资委对省属监管企业重新摸底
布置发行任务， 省委教育工委专门召开了
2019年度长沙地区高校主要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会，新纳入8所职院到省委教育工委征订系
统。 省直机关工委要求省直各单位在11月30
日前完成订阅任务，采取强化银行、保险等单
位报刊征订行业监管力度， 实施保量兜底等
措施。

湖南农业大学克服各种困难， 实施校、
院、个人共同承担党报党刊经费，将《湖南日
报》订到所有班级和党支部，实现了《湖南日
报》全覆盖。

2019年度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快速推进

� � � � 10月19日， 邵东县廉桥镇新建村， 驻村辅警在村民家中进行信息采集工作。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