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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宁马都市圈
更多精彩内容

曹维超，男，1987年 8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0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
当涂县公安局塘南派出所
四级警长。他在 2019 年共
破获跨省系列诈骗案件 22
起，调解矛盾纠纷 150余起，
办理行政案件 14起，行政拘
留 19人。曾获评全市“优秀
共产党员”，因疫情防控工
作优异受到安徽省公安厅通
报表扬。

陈先，女，1992年 6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3 年 3 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看守所四级警长。在
公安监管战线工作 7 年来，
她善于总结好经验、好做法，
积极开拓新思路和新方法。
2017年荣获全省公安监管部
门演讲评比二等奖，2018年、
2019年连续两年获全省公安
机关微课程评比二等奖，荣
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褚友虎，男，1986年 5月
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
学历，2008年 10月参加公安
工作，现任市公安局雨山分
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他从成千
上万条举报信息和研判信息
内寻找案件线索、梳理案件
脉络，为案件顺利侦办做出
突出贡献。曾两次获评“全
省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荣立
个人三等功两次。

马蓉马蓉，，女女，，19891989年年 11月出月出
生生，，中专学历中专学历，，20152015年年 99月参月参
加公安工作加公安工作，，现为含山县公现为含山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辅安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辅
警警。。曾先后荣获曾先后荣获““马鞍马鞍山好山好
人人”“”“安徽好人提名奖安徽好人提名奖””等多等多
项荣誉项荣誉。。

秦康，男，1994 年 11 月
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2013 年 11 月参加公安工
作，现为和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辅警。他曾多次协助
刑侦部门赴外地侦查，圆满
完成多次抓捕和押解任务，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达百人。曾荣获市公安局
警务辅助人员二等、三等荣
誉奖章各一次。

沈芃皓沈芃皓，，男男，，19911991年年 22月月
出生出生，，中中共党员共党员，，本科学历本科学历，，
20132013 年年 33 月参加公安工作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为市公安局九华派出所四现为市公安局九华派出所四
级警长级警长。。从警从警 77年侦办的多年侦办的多
起复杂疑难案件被多家省起复杂疑难案件被多家省
级媒体宣传报道级媒体宣传报道,,先后参先后参与与
治治安处罚及刑事起诉安处罚及刑事起诉 300300余余
人人。。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王非，男，1983 年 9 月
出生，本科学历，2007 年 11
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含山
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
队副大队长，四级技术主
管。 2019 年侦办的“11.19
网络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
被评为全市十大精品案件，
先后获评“全省杰出人民警
察”“全市模范公安基层干
部”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
二等功 1次。

熊超，男，1987年 3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1 年 9 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
要案中队中队长。他在2017
年主侦的一起公安部挂牌涉
枪案件中，跨幅大半个中国，
成功捣毁一枪支制贩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7 人，向全
国各地发送涉枪线索七百余
条。曾被评为全省追逃先进
个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叶科胜，男，1990年 7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5年 11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博望派出所四
级警长。从警五年来，先后
行政处罚各类违法人员 300
余人，抓获并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 100余
人。2019年被省公安厅授予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季超,男，1984 年 5 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8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当涂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姑溪河
大桥中队副中队长。2019年，
季超同志以高度严谨的工作
责任心，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4137余起，其中查处酒驾、
无牌无证等重点违法行为100
余起，参与侦破交通肇事逃逸
案件7起。曾获评“全省优秀
人民警察”，两次荣立个人三
等功。

李健，男，1988年 8月出
生，本科学历，2010年 1月参
加公安工作，现为交警支队
花山大队辅警。从警十年
一直坚守在湖东路与湖南
路路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他主动请缨奔赴抗疫前
线。曾先后荣获全市“春运
先进个人”“全省十佳交通辅
警”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宰正顺，男，1985年 4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06 年 7 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
队大队长。他参与侦办

“2013.4.14”特大跨境电诈
案、“2020.5.3”涉黑专案等大
案要案，先后打掉电诈团伙
11 个，破案 400 余起，追赃
1000余万。曾被评为“全国
刑侦情报研判能手”“全省优
秀青年刑警”,荣立个人二等
功1次、三等功3次。

张林，男，1986 年 3 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2016 年参加公安工作，
现市公安局花山派出所治
安民警。从警四年以来破
获刑事案件百余起，抓获
各类违法人员 126 人。曾
被评为“全省人民优秀警
察”“全省公安机关疫情防
控先进个人”，荣立个人三
等功两次。

赵晶赵晶，，女女，，19881988年年 11月出月出
生生，，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本科学历，，
20082008 年年 99 月参加公安工作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含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现任含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办公室办公室））四级警长四级警长。。作为该作为该
局档案专员局档案专员，，20192019年共收集年共收集
档案档案 23862386卷卷，，编制档案手检编制档案手检
目录目录，，扎实的基础工作受到扎实的基础工作受到
了省了省、、市局多次表扬市局多次表扬。。曾荣曾荣
立个人三等功一次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赵骏，男，1990 年 12 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5年 10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为市公安局宣传科辅警。
从事公安宣传工作六年，他
共制作《战“疫”日记》《平凡
的坚守——常宏凌》等各类
主题宣传视频 300 余部；牵
头负责的“市民心声”论坛网
帖办理工作，实现连续 4 年
办结率 100%、零差错。曾荣
获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二
等、三等荣誉奖章各1次。

马鞍山市马鞍山市““新时代警营最美青年新时代警营最美青年””评选活动评选活动
入围30人事迹展播

郭健，男，1990 年 11 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4年 11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为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
队四级警长。曾连续三年作
为核心队员参加全省公安特
警实战技能比武，荣获全省
前三名 2次。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他主动报名参加党
员突击队，带病支援和县疫
情防控工作。曾荣立个人三
等功2次。

李俊，男，1983 年 11 月
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7 年 8 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楚江分局刑警
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曾多次
立功受奖。2019年以来，他
带领中队同事累计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嫌疑人 70余名，破
案 60余起，为企业挽回损失
200多万元。参与侦办多起
涉黑涉恶案件，通过深挖线
索抓获一名潜逃 26 年的命
案逃犯。疫情防控期间，他
主动请缨加入市局抗疫突击
队驰援疫情一线。

李木兰，女，1990年 1月
出生，本科学历，2014年11月
参加公安工作，现为和县公安
局特巡警大队四级警长。从
警五年来，她先后参与较大规
模处突安保工作20余起,协助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8
名。代表市公安局参加全省
特警比武竞赛，获得个人第
五。曾获评“市职工技术能
手”“全省优秀人民警察”，荣
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刘啸通，男，1990年 7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1 年 3 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
心四级警长。在指挥中心工
作三年来，成功调度处置重
大警情 500 余起，参与调度
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安保 32
场，救助自杀、走失人员 56
人，警情处置零失误。疫情
防控期间连续 34 天坚守岗
位，牵头起草新冠肺炎疫情
警情处置规范，有效指导基
层一线警务实战。曾两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

麻涛麻涛，，男男，，19911991年年 55月出月出
生生，，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本科学历，，20122012
年年44月参加公安工作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市现任市
公安局新市派出所四级警公安局新市派出所四级警
长长。。工作中工作中,,他勤奋钻研业他勤奋钻研业
务务，，曾抓获多名外省在逃人曾抓获多名外省在逃人
员员，，破获多起电信诈骗案件破获多起电信诈骗案件。。
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次。。

孟振华孟振华，，女女，，19841984年年 66月月
出生出生，，大专学历大专学历，，20062006年年 55月月
参加公安工作参加公安工作，，现为市公安现为市公安
局花山分局政工科辅警局花山分局政工科辅警。。从从
警十余年里警十余年里，，她在中央电视她在中央电视
台台、、人民网人民网、、法制日报法制日报、、安徽安徽
日报等中央日报等中央、、省级媒体发稿省级媒体发稿
10001000余篇余篇。。20202020年疫情防控年疫情防控
期间期间，，荣获市公安局警务辅荣获市公安局警务辅
助人员二等荣誉奖章助人员二等荣誉奖章。。

施明科，男，1980年 7月
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
2007 年 8 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四级
警长。2019年参与侦破涉案
金额 80 亿元的非法经营地
下钱庄犯罪案件，冻结涉案
资金 1200 余万元。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他主动报名
市公安局党员突击队,驰援
和县疫情防控。曾两次获评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荣立
个人三等功两次。

王时宏，男，1984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2007 年 7 月参加公安工
作，现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直属大队大队长。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他主动请缨
赴和县清佛村开展疫情防
控。曾被评为全市公安机
关“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
人三等功 1次。

吴曼曼吴曼曼，，女女，，19861986 年年 1212
月出生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本科学本科学
历历，，20102010年年 77 月参加公安工月参加公安工
作作，，现任市公安局交警支现任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事故大队四级警长队事故大队四级警长。。新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她她
主动请战主动请战，，战战““疫疫””不误不误““追追
逃逃””，，参与破获逃逸事故参与破获逃逸事故 2020
余起余起。。

吴琦，男，1983 年 7 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08 年 10 月参加工作，现
任高新分局刑警大队副大
队长。他在 2018 年参与侦
办的特大“非法盗采江砂”
案件中，办案跨度长达 13
个月，抓获犯罪嫌疑人 46
名，缴获两艘总价 300 余万
元的盗采江砂泵船。曾获
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荣立
个人三等功两次。

谢震，男，1989年 6月出
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2014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楚江大
队一中队指导员。该同志
从警 6 年来，先后从事路面
交通管理和内勤工作。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积
极参与一线防控，表现突
出，荣获全省公安机关防疫
工作“先锋模范个人”。曾荣
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荣
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杨亚辉,男,1987年 12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1年 12月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桃源派出所四
级警长。从警九年来，共办
理各类案件近 700 起，打处
各类违法人员近 1000名，调
解纠纷约 1800 余起。作为
单位团支部书记，他带领所
内青年们成功创建“全国青
年文明号”，曾荣膺“全省优
秀人民警察”“全市志愿服务
十大杰出青年”“马鞍山好
人”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
3次。

尹兴进，男，1990年 4月
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
学历，2011年参加公安工作，
现任市公安局雨山分局治安
大队四级警长。参加公安工
作以来，他始终保持着知难
而进、勇于实践的工作热情，
积极请战各类重点、难点工
作任务，在业务考核中成绩
优异。曾被评为 2018 年度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两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

张良洁，女，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2004 年 11 月参加公安
工作，现任市公安局花山分
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她整理
完善台账 40 余册，修改上
报线索核查报告 300 余份，
撰写总结汇报 45 篇。曾被
评为全市公安机关“优秀共
产党员”。

朱明朱明，，男男，，19891989年年 11月出月出
生生，，大专学历大专学历，，20092009年年 33月参月参
加公安工作加公安工作，，现为当涂县公安现为当涂县公安
局巡逻防暴大队辅警局巡逻防暴大队辅警。。20192019
年以来年以来，，参与抓获各类违法犯参与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罪嫌疑人100100余名余名，，刑事拘留刑事拘留
2020余名余名、、强制戒毒强制戒毒2020名名、、行政行政
拘留拘留 5151名名。。先后荣立二等先后荣立二等、、
三等荣誉奖章各一次三等荣誉奖章各一次。。

马鞍山市“新时代警营最美青年”评选投票开始啦！此次进入投票环节

的 30名青年是全市公安机关各条战线上的先进青年典型。他们的身影活跃

在警营的每一个角落，在破案抓捕的瞬间、纠纷调处的现场、为民服务的路

上、疫情防控的“战场”，都记录了他们成长的瞬间，他们用热情洋溢的青春音

符演奏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从警誓言。

为鼓励先进，弘扬正气，激发斗志，更好地向全社会展示马鞍山公安青年

队伍的良好形象，促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今年 3月份以来，马鞍山市公安局

和共青团马鞍山市委联合组织开展了全市“新时代警营最美青年”评选活

动。经过初评，30名优秀青年进入投票环节，投票活动将在“马鞍山警方”微

信公众号上进行，从4月10日10:00开始，至4月16日20:00结束。根据投票结

果和综合考评，最终确定 10名“新时代警营最美青年”，适时予以命名。期待

您的参与！以下是30名入围青年的事迹展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