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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陈剑锋 龚利波

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
不慎被刺伤，鲜血直流险些丧命，
胡建江却仍死追毒贩不放。有人会
问，他为什么这么拼？

“他是一个工作狂人，每周都
加班！”这是胡建江同事们公认的
看法。而上周末起就在北仑第一人
民医院陪伴着胡建江的阳明派出所
副所长严柏春说：“他确实是一个
很‘拼’的人，刚有点好转，就在
病床上跟我说‘严所，我有个案子
已经报捕了，检察院等会联系不到
我怎么办？’”

他是一位“拼”出来的
干警

胡建江出身农民家庭，有着敦
厚朴实的个性。平时话不多的他，
干起事情来却特别有韧劲和狠劲。
2006 年，胡建江毕业后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在余姚马渚派出所实习
期间，他跟着师父周建铭学习侦查
破案、审讯技巧，办起案子来没日
没夜。周建铭很看好这名小伙子，
认为他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因
为公安工作繁重，没有这些品格走
不下去。

时间在胡建江的肩上加了几颗
警花，同时也褪去了他脸上的稚
嫩。从警十一年，胡建江一直在基
层派出所当民警，当过路面巡逻
警，管过社区，也干过刑侦工作。
他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其
敬业态度连“竞争对手”都被他感
动。

周朝晖是阳明派出所一名有着
15 年警龄的老民警，在胡建江来
之前一直是所里的业绩明星，他所
带领的小组常年“霸占”排名榜第
一。胡建江一来到阳明派出所就当
上了另一个刑侦小组的小组长，起
先周朝晖对于他的到来有点不以为
意。

但没几个月，胡建江的业绩就
令 他 刮 目 相 看 ， 并 戏 称 “ 狼 来
了”。因为胡建江带领的小组打击
效率很高，别的小组一年的工作量
他们四个月就完成了，并且在派出
所内部考核中，八次中有四次第
一、一次第二、其他三次第三。

“现在他就是我们组最大的‘竞争
对手’，但不得不说的是，我们服

他，因为这些都是凭本事干出来
的。”周朝晖说。

胡建江的搭档叫黄新哲，今年
31 岁，原来是周朝晖的组员，是
去年 5 月被调过来的。“第一次和
他 值 班 ， 记 忆 犹 新 啊 ， 他 太 拼
了。”黄新哲说，当晚 9 时多，他
们接到报警称，一企业的工业原材
料被盗了。接警后，胡建江带队赶
往现场，第一时间确认了犯罪嫌疑
人并且连夜抓人。凌晨 4时多，胡
建江赶往慈溪，折腾到早上共抓获
6 人。“回来后马上就开始审讯，
连休息一下都不肯，第一次就让我
见识到了他的‘拼’。当然他也蛮
体恤同事的，自己加班能干完的事
就自己动手解决。”

胡建江的“拼”是有目共睹
的。“他有时候连着一周都不回
来，那会孩子还小，我当时还是有
点生气的……”胡建江的妻子说，
他很朴实，在家里从不谈工作，所
有的事情自己扛。不过也有温情，
他爱对女儿“臭美”：壁橱里面放
满了各种荣誉证书，时不时会拿出
来向女儿“炫耀”。

他是一位破案爱动脑
筋的民警

投入是做好工作的条件，但忘
情地投入，则能从工作中体会到快
乐。除了肯干肯吃苦外，胡建江还
是一位技术警。如今大数据破案早
已不是新鲜话题，作为年轻人，胡
建江很懂得利用科技来提升破案
率。

胡建江的破案效率高是有诀窍
的。一般的民警打击侵财型犯罪，
破案后将嫌疑人抓进去就基本上结
案了。但胡建江不是这样干的，一
有空闲他就会拿着这起案件进行大
数据碰撞，往往会另有收获。

胡建江这个习惯形成是有原因
的。在实习期间，胡建江根据一起
电动车盗窃案的报案笔录查找出线
索，和师傅周建铭一起连夜从慈溪
抓了 3名盗窃犯罪嫌疑人。将近拂
晓的时候，他们又深挖出 3名同案
犯，马不停蹄地去抓捕，最终破获
10起盗窃案，追回7辆电动车。这
些让他认识到，小细节能带来不一
样的破案思路，案件深挖同样大有
可为。

“犯罪嫌疑人被抓后，一般只
承认被抓现行的那一起犯罪行为。

如果就案论案的话，一起案件的惩
罚就低了，这也是目前全国公安碰
到的难题——罪责不匹配。”黄新
哲说，胡建江外号“老黄牛”，有
着不一般的耐心与责任心，愣是在
繁杂的大数据中翻出一条条线索。

曾经有这样一起案子，胡建江
他们抓获一名盗窃电动车的犯罪嫌
疑人，并从他身上挖出了一个犯罪
团伙。在这群人被关进去后，胡建
江没有就此收手，他在数据库里继
续查找线索，因此发现有其他几起
案件可能与这伙人有关系。就这
样，“罪责不匹配”的问题在他手
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同时也
让他的办案业绩噌噌地往上升，基
本上每年要刑拘近百名犯罪嫌疑
人。

据了解，自调到阳明派出所的
11 个月时间里，胡建江先后破获
刑事案件近 200起，抓获侵财性犯
罪嫌疑人75人。

他是一位追求公平正
义的民警

在胡建江的微信朋友圈里，发
过这样一则“致奋斗在第一线的
人”的信息：“赢”字，上面的

“亡”代表着危机意识；中间的
“ 口 ” 代 表 表 达 能 力 ； 下 面 的
“月”“贝”“凡”则分别代表着时
间观念、财富与知识、平常心态。
他的同事告诉记者，胡建江曾提到
过，这是为了自我警醒，因为作为
一名民警，就是要用自己坚实的肩
膀去扛起保护人民的重任，就是要
保证公平公正……

在低塘派出所十年的公安工作
历程中，胡建江有着多重身份，他
是社区民警，也兼顾刑侦民警，同
时还兼职所里的法制员。“法制民
警常驻基层单位”是余姚市公安局

近年来力推的一项新举措。“法制
民警”由法制大队派遣，目的是实
现网上网下执法监督全覆盖，确保
案件质量，防止出现“灯下黑”的
情形。而各大基层派出所也自我加
压，设置了“兼职法制员”一职，
负责案卷、证据等资料的先期审
核。胡建江之所以能担任“兼职法
制员”，是因为他有责任心，更重
要的是原则性强。这从他以往的办
案过程中就能略见一二。

有一年 8月份，胡建江在日常
工作中发现一个专门提供“六合
彩”赌博的窝点。“六合彩”不同
于其他赌博，隐蔽性很强，因为平
日里赌徒分散，如需下注，电话联
系即可，很难固定人证物证。为了
铲除这一毒瘤，胡建江多次下村走
访，并且做通了一两名参赌人员的
思想工作，通过他们了解投注情
况，逐步摸清了窝点的固定客源。
可惜的是，在抓捕庄家时因为缺少
关键证据而无功折返。此役后，就
有人打电话给胡建江，希望他点到
为止，这个案子不要再查下去了。
但胡建江拒绝了，还吸取了上次的
教训，做足了前期的取证工作，最
终将其一网打尽。

胡建江：躺在病床上仍不忘破案

胡建江在与同事分析案情。 （图片由余姚公安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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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江简历

2006 年 7 月，胡建江自浙江公
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加入余姚市
公安局工作。2006年11月至2016年
5月，他在低塘派出所工作；2016年
5月27日至今在阳明派出所工作。

他多次获得余姚市公安局嘉
奖，分别在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3 年、2016 年被评为余姚市
优秀公务员，曾两次荣获余姚市“十
佳执法办案民警”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龚哲明

他的强项是国际法律服务，
到国外为宁波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为宁波企业“走出去”提供
法律保障。他就是浙江省律师协
会副会长、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浙江盛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赵
永清。近日，他因孜孜不倦地致
力于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国外，从
而获得国家司法部、国家人社部
联合表彰的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
动模范称号，成为宁波律师界唯
一的获奖者。

赵永清是华东政法学院国际
法系的高材生，这为他后来练成国
际法律服务高强“武功”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2000 年底，走出校门仅
四年的赵永清，领衔成立了浙江盛
宁律师事务所，并确定了“把法律
服务延伸到国外”的发展目标。

中国先锋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是全球取暖器三大制造商之一，
2008 年，美国一家企业在美国联
邦法院提起针对该公司的产品责
任诉讼，提出了巨额赔偿要求。赵
永清仔细研究了案情，认定这是讹
诈行为，指示美国的代理律师准备
反对管辖权的文件及证人证词等。
2011 年 11 月，法院最终认定我方
主张成立，驳回原告起诉。

2013 年，赵永清和他的团队
参与美国能源部针对宁波一家家
电企业的绿色壁垒调查，发现了美

国能源部在损害计算中的瑕疵以
及检测中存在的问题，迫使美国能
源部重新计算和检测，最终把初裁
时的罚款 500多万美元降到了 100
万美元。

赵永清和他的团队用一个又
一个实际案例证明了自己在国际
法律服务中的实力，也渐渐得到宁
波企业界的认可。2013 年，赵永清
与他的团队参与中国石化宁波工
程公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
型工程的建设工作。在该公司拟参
与哈萨克斯坦石化项目投标前，赵
永清和他的团队仔细收集了与该
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提出了工程
总承包的相关法律问题、解决方案
和风险防控措施，促成了项目的中
标。接着又参与该公司沙特阿拉伯
电厂项目的投标，赵永清和他的团
队仔细研究了中英文招标文件，提
出了 100 多条法律问题和法律建
议，为该公司顺利投标、中标以及
项目实施尽了一分力。赵永清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货物
买卖、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也同样
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赵永清还先后担任了世界银
行给中国政府多个贷款项目的法
律顾问，处理了这些项目的大量
法律事务，保证了世界银行贷款
项目在中国的顺利进行，得到政
府的表扬。

劳动模范的表彰，对于赵永
清来说，实至名归。

用法律为宁波企业“走出去”护航
——记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赵永清

本报讯（记者张昊 通讯员周
承颖） 一台由宁波市国税局带来的

“文明共建、你我同行”联欢晚
会，昨晚在余姚市梁弄镇汪巷村上
演。作为浙江省文明单位的宁波市
国税局，与汪巷村结对共建 12 年
来绽放出文明之花，成为宁波全域
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的动人缩影。

文明共建 12 年来，汪巷村的
面貌焕然一新。人均 GDP 从不到
8000 元 增 长 到 人 均 GDP18000
元，由民生工程缺乏的简陋村庄
发展成为经济与社会民生全面发
展的宁波市“最洁美村庄”、宁波
市卫生村。宁波市国税局也多次
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农村指导员
工作先进单位，被市文明委授予

“城乡结对、共建文明”先进对子
等多项荣誉，实现了城乡结对的
共建双赢。

宁波市国税局与汪巷村结对
共建以来，先后选派5名优秀党员
(农村工作指导员)驻村指导，投入
了 1010 万元扶贫资金，完成了村
民饮用水工程、卫生服务站、文化
广场、便民服务中心大楼、村容村
貌整治等建设项目 30 多个，极大
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宁波市国税局大力探索“富民
强村”之路，为当地农民致富开辟
了新渠道。同时，为丰富村民的精
神生活，宁波国税局积极牵线“送
科技下乡”“送文化下乡”“送健康
卫生知识下乡”等系列活动。

宁波国税与余姚汪巷村——

城乡结对十二载
文明共建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殷聪 通讯员
徐科杰 宣文） 前天，在余姚华
润五彩城就餐的陈女士发现，该
商业综合体内的不少餐饮单位门
口竖起了一块“T”字形液晶显
示屏。通过显示屏，餐饮单位内
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让就餐环
境变得更为透明。记者前天从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陈女士看到的

“T”字形液晶显示屏是我市推出
的“阳光厨房”2.0版。通过引入
第三方公司，共建“阳光厨房”，
餐饮单位不用花一分钱，便能完
成“阳光厨房”的建设。

考虑到建设的费用问题，社会
餐饮对“阳光厨房”建设的热情并
不高。“我市三年来建设的 2400余
家‘阳光厨房’，一半以上由学校食
堂及企业食堂完成。”市市场监管
局餐饮处处长徐建峰坦言，如何激
活社会餐饮参与热情，是“阳光厨
房”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去年 12

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率先在华润
五彩城引入传媒公司，共建“阳光
厨房”。截至目前，华润五彩城已完
成 17家餐饮单位的“阳光厨房”新
设或改建工作。

“通过分屏，‘阳光厨房’2.0
版展示的信息更为丰富，特别是
新增的电子化餐饮单位二维码，
消费者只需扫一扫，便可了解该
餐饮单位的许可信息、处罚信
息、日常检查情况、行政处罚以
及监督抽验结果等信息，原本隐
秘的餐饮单位信息变得更为透
明。”徐建峰说。此外，“阳光厨
房”2.0版的造型更为统一，播放
的公益广告也有利于食品安全知
识的进一步宣传。

“‘阳光厨房’2.0版推广后，统
一的后台便于我们加快建立全市

‘阳光厨房’线上公众监管平台，届
时市民可通过网站实时查看餐饮单
位的后厨，餐饮单位厨房将变得更
为‘阳光’。”徐建峰说，下一步我市
将在各区县（市）及各功能区全面推
广“阳光厨房”2.0版，力争今年年底
前在商业综合体及美食一条街等餐
饮单位集聚区改造或新建1000家。

我市引入第三方
共建“阳光厨房”2.0版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毛敏尔 钟鸣） 昨日，全市首个
公共自行车停保基地落户潘火特
大桥下。

公共自行车自 2013 年 9 月投
放后，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目
前全市已有 1400 余个标准网点、
3.6万辆车。与此同时，公共自行
车的维修保养问题越来越凸显，
目前日均维修量已超 1000 车次。
鄞州区公共自行车停保基地的投
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自行
车“大修难”的问题。据悉，该
基地总投资 200 多万元，占地面

积约 2260 平方米，能同时停放
428 辆公共自行车，专门设置自
行车及调运车停放区、配件存储
仓库、维修车间、调度室等功能
区，使用空间是以前临时租用场
地的近10倍。

鄞州区公共自行车停保基地
坐落在潘火特大桥下，是对桥下
空间再利用的创新，能有效实现
闲置土地高效利用。

据悉，江北区也正在利用庆
丰桥下的空间规划建设公共自行
车停保基地，目前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

桥下空间又有新用法

首个公共自行车
停保基地正式启用

日前，海曙区国税局联合辖区快递物流企业，开展“办税‘码’
上行”活动，将 5000张印有“宁波国税”移动 APP的二维码粘贴到快
递包装袋上，让税收政策搭上顺风车，第一时间送进千家万户，持续
深入推进便民办税行动。 （徐楚涵 徐能 摄）

办税“码”上行

【紧接第1版】 街道纪工委第一时
间介入调查，3月 31日查实王某采
用打电话和当面打招呼等方式，私
自向多名党员违规拉票，搞非组织
活动。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给
予王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宣布其
村党总支委员当选无效，并将其党
员组织关系转入街道整转教育支
部。

上述贿选案件通报后，不少参
选候选人表示，要完完全全按照纪
律要求来，用自己平时的言行和工
作实绩来说话，“绝不能成为那个
破坏规矩的负面典型。”

严在动辄则咎

行贿者要处理，受贿者要处

理，从中牵线搭桥的也要进行严肃
处理。

从基层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
一次村社换届的执纪问责，显然动
了真格。

划出红线，标出底线，不留情
面，规矩在前。各地纪检机关充分
发挥在案件查核中的主导作用，完
善违反换届纪律问题受理查处及通
报曝光制度，对全市村级换届工作
中违反纪律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曝光一起。

3月 28日，黄坛镇峰山村党支
部进行换届选举，在正式选举前
一晚，村支委候选人蒋甲、王某
与党员蒋乙、徐某协商，约定抱
团组合参与支委竞选，并分头负
责 联 系 本 村 各 自 要 好 的 党 员 拉

票，要求选举蒋甲、王某、徐某
（非候选人） 为新一届村支委，设
法让另两名候选人落选。案件发
生后，镇党委立即开展调查，迅
速查处了蒋甲等人的非法组织活
动行为，分别给予蒋甲、王某、
徐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参
与 策 划 的 蒋 乙 党 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4 人的党员组织关系转入镇整
转教育支部。

“可以说，今年执纪问责特别
严格。”宁海跃龙街道纪工委书记
林杰说，过去一般来说，碰上托人
情的，以教育、劝退为主，这一次
纪检机关直接介入，直接查处，对
相关党员进行诫勉谈话，同时对相
关违纪违规者直接祭出“留党察
看”的大旗。

“现在，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典
型案例，大家知道了贿选拉票的后
果，村社换届选举的不良风气得到
扭转。”基层干部在采访中表示，
有了前期的基础，目前正在进行的
村民代表选举特别顺利，基本上一
轮选出，村民的参与度、认可度更
高。

严在一查到底

截至 4月 24日，全市应换届村
2466 个，2447 个村党组织、103 个
村委会、103 个村监会、344 个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换届；应换届
社区 562 个，已有 562 个社区党组
织、10 个居委会、10 个居监会完
成换届，信访量大幅下降。

如此平稳有序，着实来之不
易。

在 村 社 换 届 这 场 “ 攻 坚 战 ”
中，各级纪检机关拿出了“一查到
底”的态度，在贿选行为高发阶
段，对于一些村民口中的“风声”

“只言片语”“零碎信息”，纪检机
关也没有放过，立即进行仔细调
查，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让违
纪者无所遁形。

同时，各区县 （市） 组建换届
风气巡回督查组，通过查阅资料、
个别谈话、暗查暗访等形式，对乡
镇 （街道） 特别是村 （社区） 在责
任落实、教育宣传、监督查处、

“四个凡提必”以及执行监督制度
等情况进行全面查验督查，紧盯干
部提名、推荐、考察、公示和选举

等关键环节，把严明纪律与换届工
作同步推进，做到换届工作推进到
哪一步，纪律监督就跟进到哪一
步。

市纪委党风室负责人表示，这
一次村社换届，纪检机关做到了
全程参与，根据各地实际，对拉
票、贿选行为的认定、处理作出
明确具体规定，特别是对新形势
下发放电子红包、电子礼品等隐
蔽贿选行为明确界定标准，对发
现的违法违纪线索紧盯不放、一查
到底。

截至目前，我市纪检机关共查
处涉及村社换届相关案件 9起，处
理28人，其中党内警告4人、党内
严重警告 11 人、撤销党内职务 1
人、留党察看1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