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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剑强：
愿做身先士卒的战斗员
记者 周静莉 通讯员 王国仙
他是教导员，在履行好教导员职责的同时，身先士
卒，奋战在侦查一线，与同事们一道摸爬滚打。破得了部
督大案，更钟情于民生小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尽心尽
力。
他，就是武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邓剑强。

潜心研判
侦破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6 年 10 月，邓剑强调动到经侦大队，职务是教导
员。大队只有 8 名民警，更现实的是年纪偏大，当年 40 岁
出头的邓剑强算是年轻一辈。履行好教导员职责的同
时，当仁不让，邓剑强也要负责起侦查办案。
在此之前，邓剑强待过的部门不少：派出所、刑侦大
队、法制大队、网警大队，光是派出所就有起初的桐琴派
出所，之后的王宅、白洋和壶山派出所，
“ 哪里需要，组织
让我到哪，我就到哪。”邓剑强打趣说，没得挑，25 年警察
生涯，干过这么多地方，丰富了人生经历，未尝不是一件
幸事。
到大队没两个月，邓剑强就参与部督“12·02”特大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侦破。
案件来源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信息预警研判：发
现武义 20 家贸易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
额 4.7 亿元。此案引起了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党
委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市局、县局精干民警组成专案组全
力侦破。作为当地经侦部门一员，邓剑强自然在专案组
中，并负责其中一组的侦破工作。
集“产、供、销”于一体，以浙江临海籍人为核心涉及
全国 30 余省市区，涉及企业上千户，税票流向复杂……
查证工作可谓千头万绪。
初来乍到，就接手这么大的案件，能胜任吗？疑惑抑
或担心都是正常的。
“对于不同业务，不是很精通，但都能
胜任。只要认真去学，研究研究，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
在不同岗位干过的邓剑强对自己的认识低调、客观，同时
充满自信。
信息数据量十分庞大，可以说是经济类案件的特
点。面对庞大的信息数据，邓剑强带领组员开始了夜以
继日的分析，整合成多条案件线索进行研判……在电脑
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在那些日子是常态。
“分析、研判数据只是对案件的一个推断、怀疑，要找
到与犯罪具体有什么关联，还要通过作案工具、嫌疑人供
述等证实。”邓剑强说，前期侦查，以坐为主。后期侦查，

则正相反。
“那些日子，三天两头出差，有时坐动车，有时自己开
车，杭州、上海、南京、南通跑遍了。”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
身份，顺利实施抓捕，邓剑强多次前往外地“踩点”。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 4 个多月的侦办，多名犯罪嫌疑人身份
及落脚点一一确定。
2017 年 4 月 18 日，专案组在市局的统一指挥及相关
警种的大力协助下，成功收网。当时邓剑强负责带领一
组警力赶赴上海、江苏，抓获团伙重点骨干人员 8 人，缴
获大批作案工具。
“我们去抓捕的当天，在高速上车胎还爆了，万幸驾
驶员技术过硬稳住了。”邓剑强想起来至今还是心有余
悸。
案件的成功收网并不代表着结束，犯罪嫌疑人归案
后，案件进入了审讯阶段。然而，审讯工作开展得并不是
很顺利，作案手段专业，反侦查意识极强，犯罪网络结构
框架复杂，
其中有 3 个嫌疑人一点都不配合。
怎样啃下这难啃的硬骨头？只有不断地收集有力证
据才能彻底击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为此，邓剑强
与组员一起，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又开会讨论如何进行
审讯，挨个儿分析嫌疑人的心理活动。最终攻破了 3 人
的心理防线。
“由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这组抓回来
的 8 个人全部都被移送起诉了。”就到这里，邓剑强欣慰
地笑了。

细查小案
为老人撑腰及时止损
“12·02”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价值 150
余亿元，是我省迄今为止最大的集“产、供、销”于一体注
册“空壳公司”大肆虚开买卖增值税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案。邓剑强为能参与这样的案件感到自豪。
“对我自己来说，破小案子，为群众撑腰止损更让我
感到自豪。
”
邓剑强打心底里这样想。
2017 年，不少辖区群众陆续到派出所报案，说是钱
被骗了。数目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被骗的都是老人，而这
些钱都是经过 70 多岁的徐某之手借出去的。
“说好的借款投资有利息，总是不能按时拿到，本钱
也拿不回来。
”
被骗老人哭诉着。
“因为在约定的时间里没有还钱，徐某的借款人都来
上门催债了。”邓剑强说，
“ 因为还不起钱，徐某最终因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原本可以安心地过退休日
子，
结果一把年纪了还要受牢狱之灾。
”
“其实徐某也是受害者。”虽然徐某得到应有的惩罚，

邓剑强在梳理案情
邓剑强的内心并不平静。
“始作俑者是钟某。”邓剑强决心
一查到底。
钟某，武义本地人，有诈骗前科，能说会道，喜欢广交
朋友，2013 年在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在医院当清洁工的
徐某，此后以开发新产品、做生意为由向徐某借钱，并允
诺会给一定的利息。
钟某巧舌如簧，徐某对其充分信任，不但把自己的钱
借给了钟某，
甚至还问他人借钱，
再转借给钟某。
就这样，你三万他五万地，徐某陆陆续续地问他人借
了 100 多万元。天真的徐某等着钟某做生意赚到钱来
还，
却不知钟某早已逃到外地不知所踪。
就在侦破徐某案件期间，邓剑强发现，钟某竟然还在
继续骗其他老人的钱。
“钟某的作案目标都以退休的老年
人为主，老人省吃俭用攒点钱不容易，真的是太可恶了，
我一定要早点把他抓到。”邓剑强开始关注起钟某的行
踪，
最终发现了钟某的落脚点。
2018 年 10 月，邓剑强带上警力赶到江西省浮梁县，
在一家彩票店里将钟某抓获归案。
钟某被抓时，身上仅有几十元零钱，之前借来的钱都
被他挥霍完了。
“这个钟某在彩票店里是出了名的大方，买起彩票
来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些钱都是从老人那骗来的，所谓
的投资生意根本不存在。可怜的徐某到被判刑的时候
都以为钟某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才还不起钱。如果不抓，
不知道还要有多少老人被骗，幸好及时止损了。”邓剑强
说，钟某被抓的前两天还有被蒙蔽的老人在向钟某汇
钱。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钟某被移送起诉，等待他的将
是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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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冬冬：
从警 35 年，
这朵坚守一线的警花依然很美
记者 胡筱俊

通讯员 徐俏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 同志，我能帮上您什么
忙？”走进兰溪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综合大厅，站在窗口
总能看到一位身着警服，带着老花镜，脸上有着甜甜笑容
的女民警，她叫方冬冬，治安管理中心四大队（市行政服
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的户籍民警。
方冬冬 1984 年 11 月参加工作，今年 54 岁，虽然快
要退休了，但有着 35 年警龄的她却一直坚守在窗口。因
为她觉得窗口虽然不大，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整
个公安机关的形象，而且办理的都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
相关的事。20 多年的户籍窗口工作，她一如既往地爱岗

敬业，视群众如亲人，把工作放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先后多次获得优秀公务员、个人嘉奖和孺子牛奖等荣
誉。

用心服务，为民办业务近 12 万件“零”
差错
公安户籍管理工作涵盖户籍变更、出生登记、迁入迁
出等业务，量大而杂乱。自 2002 年调入办证中心从事户
籍工作后，方冬冬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负责为群众办理各
类户籍业务，
并从未出过差错。
“2004 年开始启用电脑录入信息，当时我还不会操
作电脑，也是边学习、边摸索、边钻研，有问题就和同事一
起探讨。”方冬冬回忆着介绍，当年刚启用电脑，工作量虽
然大，但是自己和同事们干劲都很足，用很短的时间就准
确无误地完成了信息录入。
为了给常年卧床的群众拍一张像样的证件照，每次
拍照前，方冬冬都会细心地帮他们梳洗一番。特别是从
2013 年开始办证需要采集指纹，一些常年卧床的老人由
于血流不畅，一时无法采集有效指纹。每次采集指纹前，
方冬冬都会细心地把老人的手搓热。

跋山涉水，为群众解决“黑户”问题

方冬冬在为群众办理业务

1998 年，贵州女子王小米和兰溪男子老赵组建了家
庭。由于某些家庭因素，王小米当时没有把户口迁到兰
溪。之后，夫妻两人忙于生计，迁户口的事情也就耽搁
了。
2016 年 9 月初，方冬冬了解到该情况后，主动帮助王
小米解决户口问题。由于当地派出所户籍资料因意外事

故有所遗失，电脑中没有找到王小米的任何信息。更糟
糕的是，由于时间太久，王小米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以及家
庭信息都记不清了。之后，方冬冬辗转数日远赴贵州，在
堆满原始档案的资料室找到了王小米的户籍信息。当王
小米恢复了户口时，她激动地拉着方冬冬的手，久久的不
愿松开。
曾有同事为方冬冬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从事户籍
业务以来她为群众办理的各类户籍业务约 11.9 万余笔；
通过比对共查实并注销双重户口、虚假户口 3000 余人；
解决历年无户口人员 750 余人；上门服务 850 余次，延时
服务 2550 余次。这组数据是她对警察事业最美的诠释，
用方冬冬的原话说：
“ 虽然户籍工作繁琐枯燥，但看到群
众由衷的微笑，
自己也跟着开心。
”
。

风雨情深，公安伉俪扎根基层 30 多年
许多老百姓都不曾想到方冬冬的爱人也是一位公安
民警。直到 2017 年 6 月底的一篇抗洪报道，才让大家熟
悉这对“公安伉俪”。2017 年 6 月 25 日，兰溪突遇大洪
峰，情况危急，政府发布人员转移令。方冬冬与丈夫袁皓
第一时间响应上级号召，前往灾情严重的香溪镇洲上村
参与抢险救援。
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但两人与年轻民警一
样，始终坚守岗位。袁皓在堤坝上巡查险情，排除隐患；
方冬冬守在后方，
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
谈起这件事，方冬冬淡然地说：
“这是我们的职责，不
需多说。特殊时刻，我们更应该挺身而上。”这对民警夫
妻，相识于公安，结缘于公安，携手走过 30 多年的风风雨
雨，
用青春和汗水践行了从警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