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用他的野一根筋冶袁彰显出对
案件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持曰 用他
的野不念旧冶袁演绎着舍小为大尧公而
忘私的准则曰用他的野爱骗人冶袁践行
着守护百姓平安的承诺遥 他就是瑞
金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情报信息
中队中队长罗玮遥 从警十六年以来袁
他用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和对警
察职业的满腔热忱袁 抒写着自己无
悔的人生遥 罗玮先后被评为野执法办
案能手冶尧野先进工作者冶 等荣誉称
号袁2017-2019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
野优秀公务员冶野优秀人民警察冶袁荣
立个人三等功两次尧个人嘉奖一次遥
2021 年荣获野红都平安卫士冶尧瑞金
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遥

在同事眼中袁他是个野一根筋冶的人
罗玮是一名 80 后袁 中共党员袁

2005 年参加公安工作袁二级警督遥很
多和罗玮接触过的人袁 都觉得他这
人野一根筋冶遥 2018 年袁潜逃长达 20
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钟某袁 对罗玮
的野一根筋冶就深有感触遥 1998 年 8
月 5 日清晨袁 我市发生一起恶性故
意杀人案件袁犯罪嫌疑人钟某将其妻子詹某砍杀袁致其当
场死亡袁随后潜逃不知所踪遥 案发后袁公安民警迅速锁定
嫌疑人钟某袁并对其开展了追捕工作袁但一直未果遥 此后袁
市公安局一直未放弃抓捕工作袁 但限于技术上等种种原
因袁命案追逃工作一直没有新的进展遥

时间已经过去 20 年袁 虽然钟某留下的有效线索极其
稀少袁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罗玮终于在浩瀚的信息中抓取
到与钟某相关的身份信息袁 并锁定出命案在逃人员钟某
的栖身之处袁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钟某抓捕归案袁破获了这
起跨度 20 年的命案积案遥近三年来袁野一根筋冶的罗玮针对
命案积案梳理各类信息 30000 余条袁 获取有效线索 2000
余条遥 在罗玮等一批警察的共同努力下袁市公安局顺利侦
破 8 起命案积案遥

在朋友眼中袁他是个野不念旧冶的人
对于罗玮的同学老苏来说袁罗玮是个极其野不念旧冶

的人遥 老苏是上饶人袁两人多年未见袁相约多次都因工作
繁忙未能谋面遥 2017 年 3 月袁老苏再次与罗玮联系袁说想
来瑞金与他聚聚袁并顺便带妻儿过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遥
两人约好后袁 老苏便开车带着妻儿从上饶出发袁 刚到瑞
金袁罗玮还没来得及与他见上面袁就接到任务院我市某乡
镇发生一起重大案件袁让其立即前往参与侦破遥 罗玮给老
苏打了个电话后袁便立即赶往案发现场袁而老苏一家只好
自行在瑞金逛了一下午后就驱车返回了上饶袁 聚会的计
划再次泡汤遥 离开之时袁老苏打电话给罗玮道别袁笑着说院
野罗玮袁你可真是个耶不念旧爷的人啊袁我特地来一趟袁连个
面都见不到遥 冶

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袁罗玮总是这么野不念旧冶袁而对于
全国各地很多警察来说袁 罗玮却是个特别热情值得信赖
的战友遥 在罗玮手机通讯录里袁存有全国各地的上百位警
察的联系方式袁这些都是他协助过办案的同仁遥

据统计袁 自罗玮到情报信息中队担任中队长的四年
来袁协助全国各地公安抓捕犯罪嫌疑人 200 余名袁抓捕本
局涉案犯罪嫌疑人近 300 名遥

在家人眼中袁他是个野爱骗人冶的人
罗玮的儿子今年 4 岁袁他对罗玮的评价就是院他是一

个野爱骗人冶的爸爸遥
2021 年 2 月 2 日一早袁离春节还有不到 10 天袁罗玮与

同事再度准备出差遥 为了能够让爸爸多陪自己一会袁儿子
吵着要送罗玮到局里袁临出发前袁儿子问罗玮院野爸爸袁大家
都回家过年了袁你怎么又要去出差啊钥 你昨天刚回来袁不是
说这次回来就不出差了吗钥 冶罗玮刮了刮他的鼻子说院野你
在家乖乖的袁爸爸要去抓坏蛋遥 爸爸保证很快就回来遥 冶

野你骗人浴冶儿子很委屈地说袁野每次都说很快就回来遥冶
听到儿子稚嫩的话语袁坐在车上的罗玮充满了愧疚遥

2 月 1 日他出差刚回来袁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袁现在又
马上出去袁而在这之前袁每次出差袁他都是这样对儿子说遥

2021 年 1 月底袁经过大量的分析研判袁一起电信诈骗
案件的嫌疑人疑似在山东省枣庄市袁为尽快查明案情袁将
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袁为受害群众尽量挽回损失袁尽管临
近年关袁罗玮仍主动请战袁前往调查案件遥

1 月 26 日袁 罗玮与同事驱车 1200 公里来到枣庄市遥
抵达之后袁罗玮与同事顾不得休息袁立即开展案件调查袁
然而袁经过多日的连续侦查袁案件线索却又指向了贵州省
黔东南州遥

2 月 1 日袁罗玮与同事赶回市公安局袁向领导汇报完
情况后袁2 月 2 日再度驱车 1100 公里前往贵州省袁继续侦
破此案件遥 当大家准备返乡或者留在工作地过年的时候袁
他却毅然离家远行袁马不停蹄遥 10 多天时间袁辗转 7 个省
份袁驱车万里遥

测体温尧扫健康码尧查行程码尧看疫苗接种是常态化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遥
连日来袁我市境内的高速公路收费站严格落实野一测三查冶措施袁进入收费站人员必
须测体温尧扫健康码尧查行程轨迹袁查疫苗接种记录袁只有体温正常者袁没到高中风
险地区的人员才能进入收费站袁从源头上防范新冠病毒输入遥 图为瑞金南收费站工
作人员正在扫健康码袁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遥 邓浩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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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实习生肖灿 记者
刘黎明冤市第七次党代会召开在
即袁全市各界人士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尧新需求还有哪些钥 今天
的寄语党代会袁 展望新蓝图袁我
们就来听听大家的心声遥

市源东建材有限公司负责
人杨红云院近年来袁在市委市政
府的关心下袁我们企业呈现良好
的发展态势袁在此次党代会的召
开之际袁期待党代会能更多关注
民营经济的发展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袁多研究一些好的政策和措
施帮助我们企业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袁 鼓励和支持企业科技创

新袁助力民营企业健康成长遥
沙洲坝镇沙洲坝村村民杨瑞

平院 这几年袁 村里的发展变化很
大袁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袁希望此
次大会多关注一下农村发展袁继
续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袁让
我们能够安心做好农业生产遥 此
外还希望医疗保障方面能够进一
步加强袁让咱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尧
幸福感尧安全感再上一个台阶遥

解放小学教师刘洁
琴院最近几年袁我们瑞金
各级各类教育成果显著袁
新建了很多所城乡学校袁
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遥 我们教师队伍素质也不断
提升袁尊师重教的氛围越来越浓
厚袁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袁我倍感
幸福与自豪遥 希望这次党代会更
加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袁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袁深化体教
融合袁持续加大投入袁优化各类
教学硬件设施袁进一步促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袁全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遥

喜迎党代会 寄语表心声

野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
制度冶野完善休息制度冶野完善基
本养老保险尧 医疗保险相关政
策冶噎噎近日袁八部门联合发文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遥

这一制度安排袁来得正是时
候浴 当前袁平台经济迅速发展袁互
联网平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袁
但是伴随而来的也有不少问题遥
比如野大小周冶野996冶工作制引发
争议袁有企业不给员工买保险乃
至不签约等袁备受诟病遥

有问题袁要解决袁监管部门
该出手就出手遥 这次相关部门发

文袁回应了舆论关切袁完善劳动
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袁也是履职
尽责袁捍卫法律尊严遥

事实上袁无论野按时足额支
付渊工资冤袁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冶还是野按规定合理确定休息
办法袁在法定节假日支付高于正
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
酬冶等袁都是法治时代的应有之
义袁也是有关企业的分内事遥

以督促企业按规定合理确
定休息办法为例遥 富有远见的企
业袁一定懂得善待员工遥 此前一
些互联网企业取消 野大小周冶工

作制袁引发关注袁但有网友认为袁
野如果取消耶大小周爷却不减少每
周工作量袁相当于变相降薪遥 冶日
前袁又有企业加入取消野大小周冶
的行列中袁 并承诺恢复双休后袁
员工薪资中的 野周末加班费冶仍
正常发出袁薪资总额不变遥 如果
真能说到做到袁倒不失去明智之
举遥

对待员工袁要像对待家人那
样有温存袁而不能像周扒皮那样
严苛曰 要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袁
员工感受到了家庭般温暖袁才会
把企业当成家袁全身心打拼遥

员工有工作干劲
企业才有发展后劲

阴秦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