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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公安刑侦部门重拳打击突出犯罪
今年上半年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 23.9%
近日，本刊记者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获悉，今年以
来，全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在在市公安局党委的正确领
导下，积极推动破案打击信息化、一体化等刑侦工作转
型升级建设，大力夯实刑侦基础工作，严厉打击各类刑
事犯罪活动。据统计，今年 1 至 6 月，全市刑侦部门抓获
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 23.9%，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同比
上升 17.1%。通过严打严控，全市刑侦部门受理刑事案
件同比下降 35.2%。
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刑侦部
门在打击方面主要有三大战场：严重暴力犯罪、侵财犯
罪和涉黑涉恶犯罪。打击严重暴力犯罪是“快”字当
头，今年以来，全市共发生命案 22 起，这些案件全部
破获，破案率达到 100%，命案发案同比下降 47.6%。
除此以外，我市公安机关还参与并侦破了海曙绿洲珠宝
行抢劫杀人等 2 起命案积案。
在打击侵财犯罪方面也是“全线飘红”，今年以

来，全市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侵财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
了 45.7%，打掉 10 人 10 起以上重大团伙 17 个、20 人
20 起以上特大犯罪团伙 18 个。全市破获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案件同比上升 136.8%，刑事拘留电信网络诈
骗 犯 罪 嫌 疑 人 同 比 上 升 311.8% ， 打 掉 犯 罪 团 伙 51
个。在重拳打击下，全市各类侵财案件均呈现持续下
降的良好态势，全市刑事侵财发案数同比下降 36%，
其中，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同比下降 28.9%，造成损失
同比下降 15%。
在打黑除恶方面，我市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涉恶犯
罪警情、案件，紧盯恶势力侵害、渗透重点行业和领
域，扎实开展线索排摸、核查，采取大案挂牌督办、
开展专案侦办、加强审查攻坚等措施。今年以来，全
市已捣毁 36 个涉恶犯罪团伙。
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牵头下，今年全市公安机关
刑侦部门还在提升打击效能，推动刑侦工作升级转型
上狠下功夫。今年以来，刑侦支队在创新落实“双向

侦查、全线打击”盗销犯罪的基础上，交流推广了全
市基层首创的 14 个打击传统、新型侵财犯罪经验、战
法，并将其运用到合成作战常态侦查工作中。在市公
安局党委的部署指挥下，全市公安机关针对跨区域、
系列性、团伙性侵财犯罪，分别于 3 月底、5 月底、6
月初，组织开展了 3 次大规模的市县联动、警种合成
的专案侦查和集中收网行动，实施精确打击，共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 817 名，摧毁重大侵财犯罪团伙 30
个，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了新形势下集成各类手段、资
源一体化的打击犯罪新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针对通讯 （网络） 诈骗新型犯罪，市反诈中心提
高主动性预防，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筛选疑似受骗
人员进行电话访问干预。今年以来共访问疑似受骗对
象 4362 人次，发送提醒短信 8047 条，成功劝阻案件
103 起，拦截转账 871.77 万元。市反诈中心在今年 16 月共止付案件 198 起、止损被骗资金 1878 万余元；
返还冻结资金 156 笔、共 1220 万余元。 孙波 孙其伟

微爱筑梦

封闭式查验
让嫌疑车无所遁形

胡朝霞爱心团队
走进贵州大山

两个月来，
查验确认涉嫌拼装、
改装、盗抢等问题车辆 80 辆

7 月 14 日，胡朝霞爱心团队一行结束了“微爱
筑梦”贵州行活动返回宁波。此次助学活动，团队
为贵州台江孩子筹集了 30 多万元爱心款，随行的
爱心物资有 25 箱，另外有 30 多箱物品已先一步运
抵贵州。据了解，这次有 26 个家庭带着孩子前往，
与贵州台江县的孩子们同吃、同学、同劳动。此外，
15 家爱心企业代表，
与胡朝霞一道走访了当地 6 所
贫困小学，赠送爱心物资，为进一步建设胡朝霞爱
心希望小学做准备。
活动发起人胡朝霞，
是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
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
副调研员，
近日还当选为浙
江省出席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她说，
希望在贵州播下
“种子”
，
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学习，
将
来走出大山，
成为更好的自己。
王岑 胡佳晓

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管理所获悉，
5
月 1 日开设机动车封闭式查验区以来，市本级车管部门
查验了各种问题车辆 300 余辆，已确认其中 80 辆车涉
嫌拼装、改装、盗抢、走私等，目前已查扣 17 辆问题
车。
在市车管所机动车封闭式查验区，记者看到，这
里是一个全封闭的区域，四五辆汽车已经上了查验检
测线，除了身穿制服的民警和查验员，再也没有其他
人，而查验区四周的角落都安装有监控探头，对整个
车辆查验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现场查验员告诉记者，这里不允许车主、车辆中介
和代办人员进来，而他们每个人要查验哪一辆车，事先
也都不知道，因为都是电脑随机抽取分配的。他们更
无法知道车主信息，只知道按照工作流程对车辆进行
查验，然后把各个项目的结果上传到机动车查验监管
系统平台保存，
以备随时抽查。
据市车管所牌证科副科长吴优介绍，以前，车辆查
验都是开放式的，不管是车主还是车辆中介和代办人
员，都可以在查验现场观看，有的人会当场“请托”
查验员帮忙，有的更是现场学会如何逃避查出问题。
现在进行封闭式查验后，他们把车辆查验区定位为执
法办案区，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加上视频全方位全
天候监控，这样的执法更加规范，也更加公平公正。
“对车辆的查验是为了确定车辆的唯一性，也就是
说这辆车的真实身份，因为每辆汽车的识别代码（车架
号）和发动机号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随意篡改。”吴优
说，
这里主要查验车辆是否存在拼装、改装、篡改车辆识
别代码和发动机号，甚至涉嫌盗抢、走私等问题。一旦
发现问题，
车辆还会进入嫌疑岗进行查验，
这个岗位的查
验将更加细致，
比一般的查验要多出10倍以上的时间。
据统计，市车管所内的机动车封闭式查验区平均
每个工作日查验的机动车有 120 辆，
加上同时开设封闭
式查验区的公运二手车市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两个月
来共查验了约 1.5 万辆机动车。不过，所有有嫌疑的车
辆都是送到市车管所来查验的，
截至目前已查验嫌疑车
辆 300 余辆，其中确认有拼装、改装等嫌疑的有 80 辆。
在已经查扣的 17 辆嫌疑车辆中，
基本上是涉嫌拼装的，
有的甚至直接是将事故全损车或残值车找来其他旧车
配件拼装起来的，
还有一辆涉嫌盗抢已经移交广西警方
调查处理。
“封闭查验不仅规范了执法，也让嫌疑车辆无所遁
形。”市车管所所长钱文军说，我市对机动车的封闭查
验在全省还是首创，目前市本级车管部门管辖的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都在改造，今后新建的也都将对机动车
进行封闭式查验。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珏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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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朝霞与台江县的孩子们在一起。 林萍 摄

“我们代表了中国警察的风采”
赴南苏丹维和的宁波民警沈盛彪分享经历和感悟
最近，远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海曙公安分局
出入境管理科民警沈盛彪获得了一个短暂回国休整的
机会。这两天，除了回家和父母相聚外，他还抽出了半
天时间，参与了单位的青年民警交流会。在会上，他分
享了这几个月在南苏丹维和的经历和感悟。
沈盛彪说，虽然早就对当地的艰苦条件和危险环
境有所预料，但现实远比想象中的更残酷，
“ 我搭乘联
合国专机飞抵南苏丹首都朱巴机场，飞机是颠簸着降
落的，打开舱门那一刹那，我感觉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
界，烈日炙烤之下，40 多摄氏度的高温，黄土遍地，扬
尘漫天，营区周边都是防御工事和观察哨，似乎随时都
能进入战备状态。”
在任务区，沈盛彪和另外三位同事一起挤在不到
10 平方米的集装箱房里，房间用夹板隔开，衣食住行
都在里面，气味可想而知。饮食也是个难题，当地有叶
蔬菜几乎见不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以泡面
度日。沈盛彪笑着说：
“ 我带去的蔬菜种子派上了用
场，在屋边种下的空心菜，长势喜人，有时还能在饭桌
上添个菜呢。
”
沈盛彪说，条件艰苦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当地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 4 个月来，
当地政府军与反政府

武装军事冲突频繁，甚至有一天，联合国将预警级别提
升至白色，
任务区里所有人员都准备一日逃生包准备撤
离，
当晚，
他是穿着防弹背心过夜的。此外，
当地治安也
相当混乱，
许多人家里都能找到步枪和弹药。
除了战乱之外，当地疾病肆虐，污水横流。5 月，南
苏丹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疫
情是很难预防的，
难民营内每天进出上万人，
风险极高，
在营地工作，
也时刻有感染疟疾的风险。
”
沈盛彪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沈盛彪非常努力，他不仅
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维和任务，还不断自学上进，从
难民营巡逻队员做到巡逻队的主管，后又成为评估队
探员，
如今被总部公共信息办公室录用。
“维和的过程中，我心中一直都有一个信念，就是
中国的维和警察出去，是向世界各国维和人员提供一
个了解中国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国警察的风采，是代
表了国家，代表我国履行大国责任，我们要起到表率作
用，关键时刻要为祖国发声！”沈盛彪说，经过这次短期
休整之后，他下一步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业务，利用自身
技术优势和语言能力，更好地完成维护完任务，同时利
用所在部门的优势，
积极宣传中国警察维和事迹。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钟陶行 孙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