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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支队 春节加班，破获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

濂溪 日夜奋战，端掉四川籍入室盗窃团伙

浔阳 精准研判，抓获入室盗窃案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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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刑侦多举措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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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打击犯罪高压态势

1月 18日 8时，濂溪区德化路
国豪山景城 21 栋 4 楼 402 室以及
203室接连被盗，手段均为攀爬入
室盗窃，经分析，可能为外来流窜
团伙作案。

接警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领
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
开展侦查。由于外来流窜团伙作
完案后短时间内就会离开九江，战
机稍纵即逝，专案组民警丝毫不敢
懈怠，连续加班加点进行研判分
析。在结合相关数据与视频，专案

组民警迅速锁定吉某某等 4 名四
川凉山籍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此时，办案民警得知 4名犯罪
嫌疑人已到达南昌市。为防止犯
罪嫌疑人连夜窜逃，专案组民警顾
不上连续加班的辛苦，立即和濂溪
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连夜赶
赴南昌，成功将4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获。经审查，其中两人涉嫌在
九江市攀爬入室盗窃。

目前，两人已被刑拘，案件仍
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月28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系列入室
盗窃案，抓获盗窃犯罪嫌疑人一
名，缴获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等
大量赃物。

2月份以来，开发区多个居民
小区连续发生多起技术开锁入室
盗窃案件，因临近春节，在社会上
造成不良影响。为消除影响，让市
民过上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多种手段

综合运用，最终成功锁定犯罪嫌疑
人李某。2月28日下午，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联合八里湖公安分局，在
九江市火车站附近的一小旅馆内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并在其
住的房间内缴获大量金项链、金戒
指、金耳环等赃物。经审讯，李某
对自己多次通过技术开锁入室盗
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嫌犯李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深挖中。

3月 13日，柴桑区公安局打掉一个技
术开锁入室盗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3名，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6起。

3月 5日，柴桑区沙河街镇上海苑、阳
光家园等小区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接警
后，柴桑区公安局全力开展侦查工作。通
过视频查看、信息研判等侦查手段，成功锁
定犯罪嫌疑人胡某（男，40岁，九江市人，
有多次盗窃前科）、邬某（男，41岁，九江市
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徐某（男，59岁，九
江市人，有多次盗窃前科）。

为将该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民警经过

连续多日追踪蹲守，在摸清三名嫌疑人的
活动规律后，于3月13日晚兵分三路，分别
在市区三里街油泵厂宿舍、仪表厂宿舍、怡
祥苑公租房将3名犯罪嫌疑人胡某、邬某、
徐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胡某、邬某、徐某
交代：3月5日下午，三人在柴桑区上海苑、
阳光家园等小区实施技术开锁入室盗窃，
作案6起，涉案金额3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邬某、徐某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的深挖和追赃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中。

1月23日，浔阳区公安分局经
过缜密侦查，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
件11起，涉案金额10余万元。

今年元月份以来，城区及周边
技术性开锁入室盗窃案件连续发
案，给辖区治安造成极大隐患。为
有效遏制该类案件的发生，浔阳区
公安分局通过信息研判等技术手
段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吴某。1
月 23 日，办案民警在浔阳区南湖
公园附近一招待所内成功将其抓

获，现场缴获开锁工具一套、赃物
手机、手表若干。

经查，自2017年12月以来，吴
某通过技术性开锁方式在城区及
周边地区作案 11起，涉案价值 10
万余元。经审讯，嫌疑人吴某（男，
1966年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有四
次入室盗窃前科）对其疯狂实施盗
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八里湖

柴桑

湖口 故布迷阵，复原现场，狡猾小偷难逃法网

蹲守10多个小时，逮住砸车盗窃团伙

3月 26日，八里湖公安分局经过缜密
侦查、周密布控，成功破获系列砸车盗窃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破获案件 60余
起，涉案价值10万余元。

2月份以来，开发区城西港连续发生
多起砸车盗窃案。案发后，办案民警通过
对全市警情进行研判分析，发现近期在濂
溪区以及柴桑区发生了多起砸车盗窃案，
通过视频分析，确定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所为，于是决定并案侦查。由于犯罪嫌疑
人骑摩托车作案，有意躲避天网摄像头，给
侦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但专案组民警毫
不气馁，在海量的视频中寻找到了犯罪嫌
疑人的踪迹，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胡某（31
岁，九江市人，有抢劫、吸毒前科）、桂某（45
岁，有盗窃、抢劫前科）。

3月25日，专案组民警通过情报得知，
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浔阳区某宾馆入住。民
警立即赶往该宾馆，然而两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离开。但从宾馆前台得知，犯罪嫌疑
人所住的房间并未退房，专案组民警决定
在宾馆附近蹲守。通过 10多个小时的蹲
守，终于在 3月 26日 7时将返回宾馆的两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查，胡某与桂某在赣江监狱认识，服
刑出来后继续保持联系，因两人均游手
好闲，无固定经济来源，所以商量后决
定夜晚出来砸车盗窃，由胡某放风，桂
某用工具撬开车窗的方式在九江市疯狂
砸车盗窃。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桂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和深挖之中。

兵分三路，成功告破技术开锁盗窃团伙

1月 15日，湖口县公安局经过缜密侦
查，抓获犯罪嫌疑人何某（男，43岁，湖口双
钟镇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侦破系列入室盗
窃案件80余起，涉案金额60余万元。

据悉，2017 年以来，湖口县老城区发
生多起入室盗窃案，民警在侦查中发现，犯
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不仅躲
避监控探头拍摄，还在作案后对现场进行
复原，造成“假象”迷惑受害人，给案件侦办
带来较大难度。民警经过梳理分析并结合
调查走访和深度视频研判，锁定何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

1月9日9时许，办案民警在湖口县城
洋港公园附近将在老城区作案后准备逃
离的何某抓获，并从其身上、车上搜出了
部分等作案工具，现场查获现金 1.7万元、
存款理财 40 余万元、香烟六条及大量的
金银首饰。

经查，2017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何某
在湖口县老城区采取溜门、钩门锁、插卡撬
门等方式实施入室盗窃作案80余起，涉案
金额6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彭泽 48小时连续作战，成功侦破重大入室盗窃案
2月 23日，彭泽县公安局破获一起

重大入室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2月 21日，彭泽县浩山乡岚陵村居

民家发生一起重大入室盗窃案件，损失
现金8万余元，文物10余件。

时值新春佳节，该案在当地造成极
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办案民警经过大
量侦查、摸排走访和不懈努力，在 24小

时内，迅速锁定该案重大嫌疑人许某
（男，36岁，安徽宿松县人）。追捕行动
随即展开，侦查员连夜赶赴安徽省安
庆市宿松县，2月 23日凌晨 1时许在许
某弟弟家中将其抓获，经突审后被盗
财物已全部追回。

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被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日前，武宁县公安局通过现场勘
查、视频及情报研判，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朱某，一举破获系列跨省市入室盗
窃案30余起，涉案价值26万余元。

2017年12月3日，武宁县公安局接
到严某报案称：家中被盗，损失财物总
价值 17000元。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
现场展开调查。通过侦查，民警发现一
可疑男子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出现在
城区卡口中，车上装着可疑物品。通过
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自 2017年 10月
以来，武宁县城先后发生多起类似案
件。经勘查，办案民警认为应属同一人
作案，于是串并案侦查，成功锁定朱某
（男，30岁，修水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2018年3月11日，民警通过侦查发

现，犯罪嫌疑人朱某再次来到武宁县城
准备作案，民警立即开展布控抓捕行
动。经侦查，嫌疑人朱某乘车往罗坪方
向逃窜，民警立即通知罗坪派出所开展
设卡拦截工作并一路追赶，于3月11日
中午将逃到罗坪集镇的朱某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朱某曾因抢夺、
盗窃多次判刑入狱。2017 年 10 月，朱
某国因手头拮据便重操旧业，于 10月、
11月先后多次流窜至武宁县城，利用技
术开锁方式入室盗窃作案 15起。朱某
国同时交代了 2016年先后流窜到浙江
青田、余桃市等地实施技术开锁入室盗
窃多起。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审理中。

一路奔袭，擒下系列跨省入室盗窃嫌疑人

修水 合成作战，破获系列盗窃案
3月 22日，修水县公安局成功破获

系列盗窃居民财物案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方某（男，24岁，修水人）。

针对近期修水城区机动车财物频
频失窃、盗窃案件高发的情况，修水县
公安局办案民警积极排查线索，并加强
与合成作战中心的密切合作。通过几
个昼夜对天网、地网监控摄像内容分析
研判及反复勘查现场、调查周边居民取

证等，民警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交
通车辆。3月 22日，该局刑侦大队民警
和合成作战中心民警在县城联手排查
时，突然发现了嫌疑车辆。民警在城南
一肯德基店前将犯罪嫌疑人方某抓获，
破获盗窃案件10余起，现场缴获部分作
案工具。

目前，嫌疑人方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深入侦查中。

永修 广布天网，盗窃电动车犯罪团伙落网
近日，永修县公安局通过缜密侦查，

打掉一个盗窃车辆团伙，抓获 3名犯罪
嫌疑人，成功侦破系列盗窃电动车案。

1 月至 5 月，永修县频发夜间盗窃
电动车案，造成市民财产损失严重。经
过分析研判，民警判断系团伙作案。通
过视频侦查等技术手段，成功锁定该盗
窃团伙成员为两男一女。

经过情况分析，民警判断该团伙 5
月 7日晚至 5月 8日凌晨会再次到永修
县盗窃，遂展开布控工作。5月 8日 3时
许，等候多时的民警在永修县涂埠镇

建昌大道福鑫汽贸路段将犯罪嫌疑嫌
疑人胡某某、吴某、李某抓获，并当场
查获被盗电动车两辆。

经查，该三人均系黑户，且都来自
南昌，其中胡某某、李某为聋哑人。经
审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男，35岁）、吴
某（女，34岁）、李某（男，22岁）如实供述
了今年以来在永修县盗窃电动车 30余
辆的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吴某、李
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拘，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当中。

侵财性犯罪见成效
盗窃案破案率全省前列，攀爬案发案率全省最低今年1-5月，实现立案、打击数一降一升

抓捕现场抓捕现场。。

抓捕现场抓捕现场。。

针对盗抢骗犯罪的特点，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以打击跨区域系列团伙犯罪为重点，严厉打
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入室盗窃、扒窃、盗窃机
动车、电动车、盗窃车内财物、盗窃手机以及通
过网络销售犯罪工具等 7类犯罪。同时，将专
项攻坚与基础防范有效结合，动态调整警力投
向，部署警力在重点时段针对重点地区开展巡
控，遏制案件反弹，最大化形成打防合力，有力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为了更快地破大案、更多地破小案、更好地
控发案，全市公安机关下大力气整治群众反映
强烈的治安突出问题，具体措施有：强化科学指
挥，汇聚打击合力。各地、各部门围绕提升专项
行动成效的总体目标，通力协作，进一步调整和

加强打击整治策略；统筹推进打击，突出行
动实效。各地要在全力抓好打击盗抢骗犯
罪工作的同时，加大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涉枪涉暴犯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工作力度，集中力量开展追逃行动，确
保取得行动实效；拓宽侦查模式，开展信息
串并。各地各部门在工作中，进一步创新
思维模式，充分运用已经掌握的有关线索信
息，开展案件串并深挖工作，不断拓宽侦查
渠道；集中开展整治，摧毁犯罪窝点。根据

盗窃、抢夺、诈骗、销赃等犯罪活动规律特点，
集中开展治安乱点整治，上打源头，下端窝点，
铲除犯罪生存土壤。加大对职业犯罪输出地的
整治力度。建立重点地区整治工作机制，落实
综合治理措施。建立地域性职业犯罪高危人群
信息库，确保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同时，进一
步加大对技术开锁入室盗窃“上下游”犯罪的打
击治理力度，将打击整治的范围扩展至周边地
区；全警共同参与，整体联手行动。各地、各警
种正努力构建“全警参与、优势互补、整体联动、
合力攻坚”的打击整治新格局，通过专项行动，
不断丰富、完善案件侦办、案犯抓捕和情报交换
等方面的协作机制，切实提升公安机关整体打
击犯罪的能力水平，其中刑侦部门发挥了主力
军作用。

为加大对盗抢骗犯罪
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促进全市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坚持严打方针和“零容

忍”理念，全警动员，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把斗争矛
头始终指向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侵财性

犯罪，集中抓获一批网上逃犯，整治地域性职业犯罪重
点地区，特别是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直接参与、组织
下，针对城区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攀爬入室盗窃等开展为
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

据统计，2017年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2016年
下降 17%，达到近十四年来最低点。2018 年 1 至 5
月，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打击数上

升 28%，实现了立案数下降、打击处理数上
升。盗窃类案件破案率全省前列，攀爬

案件发案全省最低。

武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