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刘伟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广佛一家

2019.8.30��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D05

·新佛山

抓捕先锋 反诈达人

10名佛山市“最美基层民警”出炉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张文海 车驰东

8 月 28 日上午， 佛山市公

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获

评佛山市“最美基层民警”10 名

警辅人员名单。 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本次评选旨在充分发挥公

安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

公安机关的认同度， 大力传递

社会正能量。

与民生息息相关， 是本次

评选的突出特色。 如禅城公安

分局团委副书记、 便衣警察大

队民警杨斌， 身为首批全国刑

事情报研判“111 人才”工程研

判专家之一， 他协助分局成立

全省首支“破小案”便衣大队，

仅一年多就侦破民生“小案”

2006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 1539

名，群众主动赠予锦旗 212 面。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是保

卫群众财产安全的主战场。 佛

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梁慕

嘉，他在全国首创“信息流+电

信流和现金流” 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技战法， 被推广到全国公

安机关， 被同行称为“广东嘉

哥”；他组织开展“千人千场”反

诈骗系列宣传活动，并开通“嘉

哥教你防诈骗”小视频教学；反

诈十年， 他侦破各类电信诈骗

案 1000 多起，参与抓获电信诈

骗犯罪嫌疑人近千人。

与活跃在打击违法犯罪一

线的同事相比， 高明公安分局

监管大队民警黎宏志的工作有

所不同，在监管这块责任田里，

黎宏志耕耘了 16 年。 16 年来，

以实际行动确保了监所安全，

并慢慢摸索出一套教育与管理

并行的管教模式。

来自南海分局丹灶派出所

联安社区民警中队的徐国活，

是 10 名“最美基层民警”唯一

的辅警，从事辅警 8 年以来，共

参与各类打击行动 600 余次，

与战友合力抓获各类嫌疑人

1000 多名， 其中他亲手抓获的

嫌疑人就有 380 多名。 尽管曾

负伤 10 余次，其中 2 次严重负

伤，但在抓捕行动中，依然一马

当先。

“他们守护万家灯火，用行

动履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

严承诺”，佛山市公安局政治处

副主任翟海殷表示，本次“最美

基层民警” 评选活动通过广泛

动员、层层选拔，对符合条件的

对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实绩

等全面考察，确定了 20 名正式

候选人， 通过网络投票广泛宣

传候选人事迹， 最终结合网络

投票、群众评议、候选人综合情

况，评选出 10 名全市“最美基

层民警”。“他们是佛山警队中

服务中心、 扎根基层、 一心为

民、 勇立时代潮头的先进典

型”，翟海殷说道。

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嘉奖

6

次。

2018

年在广东首届

“反诈达人”评选中获得“最具人气

反诈达人”荣誉称号。

梁慕嘉从事打击电信网络犯

罪工作 11 年来， 不断潜心研究电

信诈骗案件的手段特点和作案规

律， 侦破各类电信诈骗案 1000 多

起，参与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近千人，由他首创的"信息流+电信

流和现金流"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技战法，迅速在全国推广使用。

梁慕嘉

10

名佛山 “最

美基层民警”齐齐亮

相。 左起分别为 ：徐

国活、杨斌、吴敦锋、

袁嘉林、 黎宏志 、黄

源恩 、孙勇兵 、赵韫

强、梁炳坤、梁慕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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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团委副

书记、便衣警察大队民警，先后荣立

个人一等功

1

次、 个人二等功

1

次、个

人三等功

2

次，荣获佛山市公安机关十

佳卫士、市优秀人民警察、市青年建功

立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杨斌是佛山警队的“功勋战

将”，先后破获各类重特大案件 130

多宗， 参与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人 3100 多人，成功侦破全省首例利

用虚假二维码跨省盗刷第三方支付

账户系列案、公安部督办的“飓风 27

号”打击盗抢骗专案。 听神经永久性受

损、10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始终无怨

无悔，时刻坚守打击一线。

杨斌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南庄派

出所民警， 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3

次，个人嘉奖

5

次。获评佛山市公安

机关十佳卫士、 全市 “十佳社区民

警”、全市优秀人民警察 、禅城分局

“十佳社区民警”等荣誉称号。

2011 年，吴敦锋主动请缨成为

禅城分局社区警务改革首批“开荒

牛”。 他深入村委“查民情、听民声、

察民意”，足迹遍布 1047 户家庭，上

门走访 14863 人次， 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 322 起。 他协调建成覆盖全社

区的视频监控网络，全面提升社区的

管理和防控水平，社区群众满意度屡创

历史新高。 扎根社区警务工作一线 9

年，助力所在警务社区连续 9年位列全

区优秀， 其负责的紫南社区先后获

评“国家生态文明村”、“佛山市平安

村居”等荣誉称号。

吴敦锋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黄岐派出

所民警。

从警 26 年以来， 梁炳坤深入贯彻

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理念，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 组织辖区环卫工人、摩

的司机、物业保安等群体，建立全市第

一支超过千人的“义务巡逻队”，辖区警

情连续多年实现下降，群众安全感逐年

实现提升。

梁炳坤

南海分局丹灶派出所联安社区民

警中队辅警，

2017

年、

2018

年连续两年

被评为全市优秀警务辅助人员。

2012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共参与

各类打击行动 600 余次，与战友合力抓

获各类嫌疑人 1000 多名， 其中他亲手

抓获的嫌疑人就有 380 多名，成为警队

里的抓捕先锋官， 尽管从警以来 10 余

次负伤，其中 2 次严重负伤，至今仍坚

守在抓捕一线。

徐国活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民

警， 荣立

2017

年个人三等功， 获

2018

年十佳人民警察提名奖。

孙勇兵主动围绕刑事案件的形势

需要，积极创新工作方法。 在破案过程

中，他发挥团结人民主体力量，以群众

为基础，突破各类侦查障碍和犯罪嫌疑

人的心理防线。 同时他也结合自身多年

刑侦工作的经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

刑侦工作技战法，在队伍中广泛推广应

用，成果明显。

孙勇兵

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巡

警大队民警，先后荣立个人三等

功

1

次 ， 个人嘉奖

2

次 ， 获评

2017

年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2017

年第三季度 “最美佛山人 ”等荣

誉称号。

袁家林曾是驻港部队的一

名优秀战士，并把部队优良传统

带入警营。 他曾从一名醉酒男子

刀下顺势折腕空手夺刀，成功刀

下救人；他曾在川流不息的高明

大桥上救下轻生女子；他曾在水

深几米的明湖公园救起溺水者。

从 2016 年以来， 袁家林参与处

警近 200 余起，服务群众 400 多

人次，救助危难群众 50 余人。

袁家林

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监管

大队民警，曾获个人嘉奖

4

次。

从事监管工作 16 年来，黎

宏志不仅确保了监所安全，还探

索出教育与管理并行的管教模

式。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一碗水端平”，不冷眼、不歧视、

不偏帮，积极取得在押人员的信

任和尊重。 对在押人员违法违纪

行为， 黎宏志毫不手软坚决打

击，决不让其形成气候；而对服

管服法，确有悔改意愿的，则会

因人施教。

黎宏志

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指

挥中心指挥室民警。 曾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获嘉奖

8

次，

先后获 “省优秀人民警察”、“市

十佳人民警察 ”，“最美工匠 ”等

荣誉称号。

调入指挥中心之前，赵韫强

20 年如一日奋战在基层派出所，

是办案的“主攻手”。 仅 2017 年，

他就独立办结行政案件 277 宗，

调解民事纠纷 210 宗。 多年来，

他经手的案件无一例行政复议、

无一例涉法投诉。 同时他也是辖

区公认的“暖心片警”，他不厌其

烦地电话追踪，上门尿检，只想

带“瘾君子”重回正轨；他在风雨

中苦等数小时，只为借一帧视频

还嫌疑人清白。

赵韫强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派出所民

警，获评顺德区社区警务防范标兵、

2018

年

佛山市十佳社区民警等荣誉称号。

黄源恩在社区警务工作岗位上一

干就是 23 年。 守一方净土， 保一方平

安。 驻大门社区警长两年来，他设立治

安巡逻奖惩试行制度， 提高辖区见巡

率，在辖区的治安黑点和重点部位安装

了 200 多支的视频监控，设置封闭式安

全文明小区， 使辖区治安形势得到好

转。 同时两年来他深入社区各行各业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达 500 多间次，为广大

群众讲授消防知识和开展疏散逃生演

练等安全培训 100 多场。

黄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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