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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青年民警周宇峰荣获宁波市
“五一”
劳动奖章

浓眉大眼，身材壮实，脸上总是挂满笑意，35 岁的周宇峰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看看他的
履历，就显示出这位青年民警无悔青春的自我定位：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008 年 9 月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便衣侦查大队、重案大队、有组织
犯罪侦查大队工作，去年在新成立的扫黑除恶支队任综合大队大队长。最近，他又踏上新征
程，任高新公安分局聚贤派出所教导员。
他曾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个人三等功 3 次、个人嘉奖 6 次，2018、2019 年度两次被评为
全市优秀人民警察。就在前几天，他又获得 2021 年度全市“五一”劳动奖章。

周宇峰在浙江警察学院刑侦
专业毕业后，如愿进入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成为新成立的便衣侦
查大队的一员。
2009 年夏天，正值大学生毕
业季，宁波却频频发生求职大学
生被骗案件，最多的时候一周有
10 多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周
宇峰临危受命，经过信息研判发
现，案件集中发生在原江东人才
招聘市场周边，不法分子冒充招
聘公司，主动打电话联系求职大
学生去“面试”，在骑电瓶车接送
求职学生的路上，故意掉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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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求职学生下车去捡，自己趁机
骑车跑掉，将求职学生放在车上
的背包等物品卷走。
随后，
周宇峰制作个人简历，
化装成求职的大学生，一连 3 天
泡在人才市场，投送到 10 多家单
位去应聘。在实地侦查中，他发
现有 2 名可疑人员不断在这些招
聘公司摊位旁边晃荡，不时盯着
求职学生投送的简历，记录下求
职学生的联系方式等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宇峰终
于接到要他去“面试”的电话，对
方也是说会有人骑车来接他。果

然，来接人的男子半路上掉了东
西，
要他下车去捡，
但该男子刚想
骑 车 逃 走 ，就 被 周 宇 峰 飞 身 扑
倒。与此同时，其他便衣民警赶
到附近一家宾馆，在门口将前来
接应骑车男子的团伙头目抓获，
并从其身上搜出准备去邮寄的先
前骗得的几部手机。
至此，周宇峰主侦破获全市
首起冒充招聘公司诈骗求职大学
生案件，串并破案 30 多起，其中
宁波本地 20 多起，总案值 2 万余
元，消除了大学生求职被骗风险
隐患。

青春起舞
3 年侦办百起疑难案件，奋战 4 个月累倒在工作岗位
由于表现出色，2010 年，周
追踪的特长，先后参与到一系列
宇峰被调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
具有一定侦查难度案件的视频研
案大队工作。在重案大队的 3 年
判工作中，为第一时间找到犯罪
时间里，他先后参与审讯、侦办各
嫌疑人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支
类疑难案件 100 余起。其中，在
持。特别是象山一起命案，他连
参加
“绿洲珠宝行抢劫杀人”
专案
续奋战一个多月，查看各种公共
组时，他远赴云南等地，
跋山涉水
视频 1000 多个小时，眼睛肿胀得
2 个月，行程上万里，鞋子都磨破
睁不开，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但最
了两双，不断开展走访调查和发
终还是步步追踪锁定了犯罪嫌疑
动群众举报工作，为案件后期顺
人。
利侦破奠定了基础。
这 个 年 轻 小伙被 大家称为
周宇峰还发挥自己擅长视频 “拼命三郎”，他曾和同事搭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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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峰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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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启航
破获全市首起诈骗求职大学生案

扮成情侣，
抵近侦查野外赌场；
也
曾在炎炎夏日身着迷彩服，连续
几天匍匐在草丛里，侦查不远处
山头上的犯罪窝点。2014 年在
办理一起专案时，
他更是在宁波、
北京等地连轴转，调查、排摸、抓
捕、审讯，连续 4 个月马不停蹄，
最终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结核性胸
膜炎，
呼吸困难，
在同事面前倒下
了。医生要他至少休养半年，可
他仅仅休息不到一个月，就又出
发办案去了。

青春绽放
扫黑除恶、疫情追踪不放过一条线索
2018 年 ，全 国 开 展 扫 黑 除
恶专项斗争。此时，周宇峰已经
转岗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
织犯罪侦查大队，他第一时间参
与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班工作，
主要负责线索核查及专班综合
工作。
在对传统涉黑恶犯罪积极研
判打击的同时，周宇峰还参与基
层打击实际情况的调研，他与团

队一起立足实战，为全市新型涉
黑涉恶案件和团伙的打击研究制
定了宁波
“套路贷”
案件侦办指引
和全市
“恶势力团伙”
认定的标准
等一系列规范文件，
使全市的
“新
型”涉黑涉恶犯罪的打击工作取
得了巨大成效。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周宇峰充分发挥攻坚克
难先锋主力军的作用，带头进入

全市追踪攻坚专班，通过近 2 个
月的时间共梳理研判疑似密接者
6000 余名，下达隔离指令 70 余
批次，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处置
工作。
如今，这个青春绽放的青年
民警又转职新岗位，任高新公安
分局聚贤派出所教导员，踏上了
新的征程。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岑

81896110
“拨一拨 96110”
宁波鄞州这个自带保险的
防诈热线开通了！
4 月 29 日下午，记者从鄞州公安分
局新闻通报会上得知，81896110——拨
一拨 96110,鄞州“防诈阳光热线”开通
了，
从今往后，
群众有任何可疑汇款，
都可
以先拨打这个电话请求鄞州区反诈分中
心的民警实时甄别。凡是经甄别后汇款
造成直接损失的，
每人每起案件最高获赔
10 万元
据了解，
“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统
一预警专号，
有劝阻、咨询、举报三大主要
功能。这次推出具有鄞州特色的
“81896110”，谐音“拨一拨 96110”，除了
有以上三个功能外，
还增加了一个重磅功
能——保险。简单来说，
就是对于鄞州区
范围内所有拨打“81896110”的人，在汇
款之前拨打电话热线咨询，
话务员和值班
民警会帮你分析对方是不是骗子，
能不能
汇款。如果经过公安研判同意你汇款，
而
你最终上当受骗，那么你将获得最高 10
万元的赔偿。正所谓“群众汇钱咨询公
安，
群众受骗阳光理赔”
。
发布会上，宁波市鄞州区副区长、区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
席会议总召集人、公安分局局长陆朝晖郑
重承诺：在鄞州区范围内，凡是由公安机
关甄别后汇款造成直接损失的，
每人每起
案件最高赔偿 10 万元，1 万以下赔款 2 个
工作日到账，1 万元-10 万元赔款 7 个工
作日到账。
据介绍，
看似只是开通了一个热线电
话，背后却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落实落地。
防诈热线 24 小时开通，28 人的团队分为
话务、信息处置、落地劝阻三个组别联动
开展工作。来自群众的求助咨询将被实
时甄别并反馈，
同时有问题的身份和账号
也将以线索形式提供给公安机关，
支撑破
案。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魏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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