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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招才服务 为居民守护平安

东新公安“先进典型”一直战斗在一线
维护民族团结资助困难学子，全省先进工作者、
公安部二级
英模夏清良；直面生死、街头勇截毒贩的“湖北好人”程要武；百
变探长从警 7 年追逃 300 余犯罪嫌疑人的“武汉警星”尹国平；全
国警务创新典型、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张文昌；运用物联网打造平
安智慧小区典型，全省政法队伍先进个人武窈瑶；为企业引进留
下高层次人才，用科技创新重塑服务流程，个人一等功臣樊庆
伟；最美青年汉警董盼、
反恐尖兵马山、
战疫巾帼先锋史雪荣、
全
国“平安之星”胡祥……
近年来，
武汉市公安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优秀的公安干警，
他们因为服务群众、
助推营商环境、
打
击犯罪，受到各级部门表彰，获得普通百姓的认可。但他们并未
止步于荣誉，
继续坚守在一线，
为群众办实事，
为企业助生产。

2021 年 4 月 8 日，友谊食品公司英国籍专家马
歇尔将一面印有“人民公仆，心系人民”的锦旗，送到
东湖高新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窗口，
“ 樊，是你的贴心
服务，让我下定决心留在中国，留在武汉！”马歇尔口
中的“樊”，是东湖高新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
大队长樊庆伟。
近年来，光谷在人才引进上不断加大投入，聚集
了近百名国际顶尖人才，如何让国内外的专家爱上
光谷、留在光谷，樊庆伟说，首先不能有语言隔阂。
1987 年出生的樊庆伟自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窗口民警也具备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但常住光谷
的 4000 多外国人，远不止来自英、美、澳等英语国
家。
2019 年底，在分局的支持下，樊庆伟召集了一
支更年轻、学历更高、视野更广的“店小二团队”，组
建了覆盖英、法、日、韩、俄、西班牙等 6 个语种的涉
外警务服务队，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他们中有多名
研究生，有人拥有语言和法学双学位。在这支多语
种警队中，大学英语六级是基本水平，过了英语、俄

语专业 8 级的不在少数，还有曾在俄罗斯、美国留
学，曾在沙特、非洲驻外工作超过 6 年的专业语言人
才。
为提升居民办出入境证件的效率，樊庆伟和他
的“店小二”们推出了办证神器——“光谷智慧预受
理系统”，证件办理由排队 1 小时缩短为办结 10 分
钟；
“ 店小二”们创新服务模式，创建“外国人服务单
一窗口”实现多个业务“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同时发
证”，提高企业引进人才的办事效率。
樊庆伟不仅帮助高层次外籍人才留下来，还通
过简化办事审批流程，帮助光谷企业走出去。
全球新冠疫情仍然严峻，华大基因支援海外战
疫建设火眼实验室，企业员工需紧急办理护照，樊庆
伟积极协调，开辟绿色通道专人、专窗受理，10 天的
办事流程缩短至 3 天，并送证上门。企业负责人感
叹，这是“光谷速度”。
今年以来，光谷出入境服务窗口，为光谷的大型
企业办理出入境证件 4000 余次。

打击电诈当好
“守护神”为群众捂紧钱袋子
6 月 19 日，37 岁的武窈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
一个老“典型”了，从警 12 年来，先后荣获个人一等
片，她的双胞胎女儿正在派出所办公室的桌子前埋
功 1 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5 次，获评全国优秀人民
头写作业。拍下这张照片后，她就下社区反诈拦截
警察，获评中共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并出席
去了。她是关南派出所副所长，今年 2 月至今，在她
大会。
的组织下，关南辖区拦截了 1802 次高危转账付款，
张文昌所在的茅店派出所辖区由 36 个居民小
为居民挽回了 600 多万元经济损失。
区、7 个大学科技园区 1.9 万余家企业组成，辖区居
今年以来，为全面加大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力度， 住人口和从业人口共计 37 万。面对当前电信网络
切实提高辖区群众防电信诈骗意识，武窈瑶组织社
诈骗警情高发，他紧盯警情，对每个电诈受害人都亲
区和社会力量大力整治辖区涉众金融公司，每周一
自询问，分析总结，找反诈工作的不足和新思路。张
查，形成长效整治机制，带领社区民警组织清查集中
文昌通过挖掘诈骗背后的故事，剖析被骗经历、反诈
行动 32 次，出动 2458 人次，覆盖 28 个小区，4 个企
关键步骤，坚持在网络平台上制作推出“每日一案”
业园区，诈骗类警情同比大幅度降低。采用多种工 “现身说法”等短视频产品，他推送的“微头条”多次
作方式，将电信诈骗高危人员纳入宣传微信群内，每
上了热搜。为了使反诈行动更行之有效，张文昌还
日进行“保护性宣传”，确保经拦截过的人员无一人
发动外卖平台参与，让外卖与反诈宣传同入户，使得
再被骗，受到辖区群众一致好评。
辖区电信诈骗警情明显下降。
在武窈瑶的带头引领下，
一大批优秀社区民警、
辅
去年以来，茅店派出所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下降
警成长起来，
今年来，
关南派出所社区战线先后 2 人荣
32%，全年累计拦截电诈 18 起，受骗金额下降 2300
立三等功，
4人获市局嘉奖，
4名辅警获二等、
三等荣誉。
多万元，下降幅度位列全市第一，全市多个公安机关
与武窈瑶相比，茅店派出所副所长张文昌算是
借鉴推广他的反诈“平推入户法”。

民警武窈瑶给居民进行反诈宣传。

民警张文昌录制反诈小视频。

民警陈智正在警务站接警。

勇往直前甘当﹃平安卫士﹄ 为人民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服务企业当好
“店小二”为美丽光谷招才纳贤

民警樊庆伟和他的多语言“店小二”团队。
2021 年 5 月，中央政法委将当月的“平安之
星”，授予武汉市东湖高新茶棚检查站二级警长
胡祥。
5 月 5 日，在处置一起持刀警情中，胡祥与同
伴密切配合，
空手夺刃，
迅速控制犯罪嫌疑人。他
的手被利刃划伤，仍坚持将犯罪嫌疑人牢牢控制
并送至派出所审查。经过及时治疗后，胡祥又回
到工作岗位，
正常接处警。
在危急时刻冲在前头，将群众挡在身后，是
每名东新公安干警的直接反应。
2021 年 1 月 1 日，高新六路警务综合服务站
一级警长陈智接到 110 指令：位于光谷一路一小
区有一起持刀挟持人质事件，迅速前往处置。陈
智赶到现场，原来是儿子持刀向父亲要钱未果，
将父亲劫持，逼迫家人拿钱给自己。陈智利用有
利地形埋伏在楼梯过道，趁嫌疑人与警方对话注
意力分散，迅速抓住战机，一跃而上将嫌疑人撞
开，将人质护在身后，并将嫌疑人制服。
事后，大家都夸 39 岁的陈智反应快，但反应
快的背后是他对事发现场的了然于心。
高新六路警务站管辖面积 67 平方公里，有
12 个行政自然村和一个居委会，6 个商品房小
区，10 个还建小区，常住人口 7 万多人，流动人口
约 20 余万人，6 所高校学生 10 万余人，6 所中小
学，8 个工业产业园，260 余家重点企业，各类商
业门店约 2856 家，仅仅在金融港就有各类公司
500 余家、治安情况复杂。
陈智对所有重点还建小区、商品房小区进行
实地走访，并将所有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
地址牢记于心，成为辖区的活地图，做到对辖区
情况了如指掌，心中有数。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警
情，他都能迅速找准方位，赶赴现场。据不完全
统计，陈智在警务站期间，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 120 人，多次成功处置突发警情。
在“典型”们的示范下，东湖高新区公安分局
形成了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
围，广大民警立足岗位、建功立业，近年来分局共
获集体二等功 1 次，集体三等功 3 次，受到集体
嘉奖 6 次。在基层所队站中，1 个单位获二等功，
9 个单位获三等功，27 个单位荣获嘉奖。全局共
有 3 人获个人一等功，8 人获个人二等功，185 人
获个人三等功，525 人受到市局嘉奖。
文、图/通讯员张敏 徐果

民警胡祥正在出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