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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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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润东张华

法治现场

睢县周堂派出所

逐户宣传电信诈骗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托付背

后是一份期待，对待群众只有将心比心，才会

以心换心，老百姓才会把咱当亲人！”说这番

话的是邓州市公安局白牛派出所白东警务室

民警贾国星。贾国星2008年入警至今，一直

负责社区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把群众的事

当作自己的事，以公心待人、诚心感人、耐心

服人，得到群众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以公心待人，公平处理矛盾纠纷

在辖区内处理最多的事就是邻里之间

的矛盾纠纷，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一般集

中在宅基地、土地、婚姻等问题上，这些矛

盾看似很小，如果不及时解决，往往会引发

大的治安隐患。白东村刘某和盛某某两家

系前后邻居，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暗地较

劲。刘某为了方便出行在房后开了个门，

盛某某就在刘某后门出行处种了一棵香樟

树。为此，双方互不相让直至大打出手。

贾国星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对双方予以

制止。通过当场劝解，双方虽有调解的意

愿，但涉及债权和经济问题针锋相对，使调

解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为尽快解决双方问

题，贾国星找到村里德高望重的村干部共

同参与调解，并提出让刘某给盛某某1000

元的经济补偿，将香樟树和那小块地买下

来，两个人的医药费用由对方承担。因为

处理方法公平合理，双方欣然接受，一场矛

盾才得以平息。

以诚心感人，让刑释人员融入社会

在许多群众眼里，刑释人员就是一颗

“定时炸弹”，避之唯恐不及。贾国星认为，

打击惩治犯罪分子固然重要，但帮助刑释

人员“浪子回头”，重新融入社会，将其转化

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因素同等重要。在

辖区与刑释人员的交往中，他总结了“三步

工作法”。第一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

们知法、守法，矫正不良行为，重新唤起生

活的勇气和信心。第二步对他们关心、体

贴，加强感情沟通和交流，使他们感受到人

格受到了尊重。第三步帮他们办实事，解

决生计问题。盛营村的盛某某，刑释后因

为“身份”不好，想就近找份工作，却四处碰

壁，一家三口生活拮据。贾国星知道情况

后，多方联系辖区的企业，并以个人名义为

其担保，很快就将盛某某安排到一家砖厂

工作。盛某某到砖厂工作后认真负责，深

得厂长信任。

以耐心服人，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张某某是1987年3月流浪到杨营村的，

好心的吴某某收留了她，随后彼此有了好感

共同生活，但因一直说不清张某某的原籍和

真实身份，致使其户口迟迟得不到解决。贾

国星得知情况后，多次登门想调查了解详细

情况，吴某某不但不积极配合，而且还有意

回避。细心的贾国星在走访其邻居时才得

知，吴某某原来是单身，自收留流浪来的张

某某共同生活后，时刻担心张某某的家人知

道后把人领走，不愿意让别人更多地知道张

某某的详细身世。贾国星知道症结所在后，

就又一次登门拜访吴某某，在打消其顾虑

后，经过耐心沟通，吴某某才说出事情缘由

和张某某家庭及住址的详情。贾国星经上

网比对核查，发现因张某某失踪多年，老家

户口早已注销，原丈夫已重组家庭后，就按

程序顺利为张某某办理了户口补录手续。

当贾国星把户口本交到吴某某手里时，他感

动得热泪盈眶：“我压在心里几十年的心病

终于解决了。”

(曹相飞张超)

李富贵是某村600平方米耕地的家庭

土地承包经营户主。2013年9月，其子李强

因急需用钱，擅自与刘涛签订土地转让协

议，将其父承包的600平方米耕地以宅基地

的名义转让给刘涛，但土地未实际交付。

2014年1月，刘涛欲在所购买的土地上建厂

房，在搭建相关设施时，李富贵才知道自家

耕地被其子转让，但李富贵拒绝给刘涛腾

地，请问，李强与刘涛转卖耕地的合同有效

吗？ 读者：刘成刚

刘成刚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

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使用土地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因此，李富贵承包的

土地依法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承包人只

能使用、收益而无权处分和改变土地性质

和用途。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

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

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本案中，李强转让土地的行为不仅侵

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所有权，也损害

了李富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李强明

知转让的土地为家庭承包耕地，仍以宅基

地名义出卖，因此，该土地转让协议应无

效。

俗话说和气生财，但摊贩张某

却因为一件小事与另一摊贩李某闹

了起来，将李某左脚踢伤，张某不仅

赔给对方9.5万元，还受到刑事处

罚。11月5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

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某有期徒

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4月11日中午，被告人张某与被

害人李某同在信阳市羊山新区某路

口卖水果，因李某卖的橙子价格比张

某卖的价格低0.5元/斤，双方为此发

生口角，后张某及其姐姐、妻子与李

某发生肢体冲突，其间，张某将李某

左足部踢伤，致李某相应部位皮肤软

组织挫伤，左足跟腱断裂须手术治

疗，术后单条创长10.5cm，损伤程度

属轻伤二级。6月30日，张某的亲属

与李某达成调解协议，张某一次性赔

偿李某各项经济损失9.5万元，李某

对张某表示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

处。被告人张某认罪、悔罪，积极赔

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且取得被害人

谅解，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轻处

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遂依照

《刑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章婷张万文）

因对女友不接电话心生怨恨，

夜晚将柴油浇至女友家门面房门口

点燃。近日，社旗县检察院以涉嫌

放火罪，将被告人李本提起公诉。

2009年，家住社旗县城郊乡的

被告人李本的朋友李某因交通事故

死亡后，现年47岁的李本便经常帮

助已故朋友的妻子褚某干农活，后

发展成情人关系，有时晚上就住在

褚某家中。2014年褚某家建房时，

李本又无偿提供拉砖、砂石、水泥等

2万多元的运输费。后听一朋友酒

后说褚某与他也有染，李本十分恼

怒。11月13日晚9时许，李本准备

外出打工，想带着褚某的儿子一起

去，给褚某打了几十次电话，都是响

了一下直接挂断了，去褚某家找她，

也不愿见面。李本回想以前自己付

出那么多，褚某却这么薄情，非常生

气，就买了100多元钱的柴油，骑摩

托车来到褚某家的门面房门口，把

摩托车停放在远处，将油浇在褚某

家的门面房门口点燃。看到大火燃

起了两尺多高，李本害怕火势太大，

就急忙把门北侧的一根塑料管接到

水龙头上，准备灭火。这时，听到屋

内有响动，怕被人看见，就急忙跑至

远处观看火势。心想，如果有发生

火灾的危险，就立即跑过去灭火，给

褚家留下个好印象。后看到褚某的

公公用水将火浇灭，就骑着摩托车回

了家。令李本没想到的是，他到褚家

敲门后躲到门北侧打电话时，褚某出

门查看，看到了李本，怕对她有不利

行为，就躲在周围观察，作案过程全

看在了眼里。李本放火后，她立即通

知了婆婆。

褚某报警后，公安民警很快将

李本抓获，李本懊悔地说，本想放火

吓唬吓唬褚某，没想到却引火烧身

烧了自己，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

的脚。 （宋德明冯帆）

每每看到有人吃烙饼，就想起

去年我收到的那份“大礼”。

2014年 11月的一天，一大早

办公室里来了一个朴实的老大娘，

双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进我的

办公室，一条腿上的厚厚的纱布已

有几分陈旧。刚搀扶着老大娘，她

便着急地询问：“您是法官吧，我要

立案。”我赶忙让她坐下：“大娘，慢

慢说。”

原来老大娘已年近70，儿子早

年因病去世，丈夫也刚刚去世一年

多，自己10月又遭遇了一场车祸，

造成左腿骨折，肇事者也拒绝赔偿，

为看病大娘不但花光了自己的一点

点积蓄，而且又借下了不少债务，境

遇十分凄惨。看着老大娘充满期待

的眼神，我心里也一阵酸楚！

安抚好老大娘，我立即联系为

老大娘办理了立案及诉讼费减免手

续，并联系法律援助机构办理了法

律援助，了解到大娘治疗急需用钱，

我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先行向其支付

了1万元。之后，我压缩办案时间，

及时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便作出判决，判决保险公司及肇事

人依法向老大娘赔偿费用4.6万余

元。

今年1月8日的那天，大雪纷

飞，天气格外冷。8点多，有人推开

了办公室的门，抬头一看，竟是那位

老大娘，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裹：“宋

法官，您上班还怪早哩，俺给您拿来

点东西。”见此情形，我有点生气：

“大娘，这可使不得。”“俺这不算送

礼，您先看看是啥东西。”老大娘边

说边打开包裹，一股热气升腾而起，

我惊呆了，里面竟是厚厚的一摞冒

着热气的烙饼！

“这可是好东西，俺一早就起来

烙了一百张饼馍，麦秸火烙的，比城

里的好吃，这饼是俺的心意。另外，

俺也是过来给您说一声，俺那赔偿

款拿到手了。”那天中午，法庭同志

吃到了那些烙饼，都说“就是好吃”。

记得美国新任联邦法官爱德华

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法官，必须牢记

的九点》中的一句话：“体谅仁爱之

心是古人祈求上帝而获得的珍贵礼

物，法官应祈祷拥有这一品质，因为

这种品质远比其他品质更重要！”突

然就觉得这一百张烙饼多像寒冬里

的一团火苗，时刻温暖着我的心。

为做好冬季防火工作，增强辖区村民防

控火灾能力，近日，扶沟县公安局白潭派出所

结合辖区实际，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该所在辖区内设置多个宣传窗口，张贴

消防安全常识海报，提醒村民自觉维护公共

消防安全。针对冬季气候干燥，村民用火、用

电大量增加，极易导致家庭火灾的发生等情

况，该所组织辖区民警进行入户走访，分发消

防安全常识、宣传小画册，让村民自觉学习消

防知识，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

具，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及时

拨打报警电话。通过消防安全宣传，进一步

提高了辖区群众的安全理念。 （李龙喜）

近日，睢县公安局周堂派出所结合“一村

一警”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预防

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宣传中，民警通过张贴预防电信诈骗宣传

材料，预防电信诈骗的传单发放到群众手中，

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向群众介绍电信诈骗犯

罪分子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以及识别、防范

的技巧，并通过微信、QQ等网络媒介转载电

信诈骗的手段及方式，利用辖区室外电子屏

幕播放电信宣传标语，在人多聚集处宣传扩

大影响力。同时，针对电话、短信、网络等常

见形式的电信诈骗方式及不断更新的诈骗手

段，结合最近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件，向广大群

众进一步讲解和宣传，使群众熟识电信诈骗

案件的行骗手段和作案特点，提醒群众不要

轻信陌生人电话。 （郝宁屈向前）

“丢了证件肯定特别不方便，这小伙子

太粗心了。”12月12日晚上9时许，在平舆县

高速服务区处值班的驻马店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董银玲拿着一个棕色的

钱包告诉记者，一名司机在接受检查的时候

将钱包忘在了值班处，“失主肯定还没有发

现，等他走到下一个路口，就更加麻烦了。”

记者赶到现场时，董银玲正拿着钱包想办法

寻找失主。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驻马店市公安局组织了民警在

全市各个县区进行布防。驻马店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负责的辖区为平舆县。“当时我正

在值班，一辆安徽牌照的车辆经过，我对司

机进行了例行检查。”董银玲告诉记者，她是

当晚7时许检查的丢失钱包的司机，之后一

直在检查，没有发现钱包。直到当晚9点，通

过车辆较少，董银玲才顾上休息一会儿。刚

刚坐下董银玲就发现值班室的桌子上多了

一个棕色的男士钱包，她打开一看，里面有

十几张卡，还有一沓现金。

根据身份证和驾驶证的线索，民警很快

了解到失主叫李东方，是安徽省临泉县人，

但是失主留下的电话号码无法拨通，通过查

询号码已经停用。必须尽快找到失主，不然

他走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肯定非常麻烦。

“可以联系失主村子里的人，说不定可以找

到。”一名民警提出了建议。随后，民警通过

李东方的身份证地址，联系到了李东方所在

村的村支书李学忠，听完民警的介绍后，李

学忠很快打通了李东方的电话，民警们才松

了一口气。

当晚11时许，李东方又回到了平舆高

速服务区。“我已经走了很远了，一直在开

车，根本没有发现钱包丢了。”李东方告诉记

者，当时董银玲对他进行检查的时候，因为

证件都在钱包里，检查完之后他拿着手机就

离开了，忘记了钱包。“真的太感谢驻马店的

好民警了，要不是他们，我还在往前走，回到

家才能知道钱包丢了。”李东方说，接到电话

的时候他在驻马店，因为一个朋友在驻马店

工作，他是来看朋友的，路经平舆。

“以后一定要小心保管贵重物品，不能

这么粗心了。”把钱包交给李东方之后，董

银玲还不忘叮嘱他以后小心。李东方则对

民警赞不绝口，他表示要做一面锦旗送给

董银玲和她的同事，但被谢绝了。“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分内之

事。”董银玲说。

近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党组副书记

王申带领少审庭庭长周艳萍等人来到平桥

办事处中山小学,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

法制课，并为部分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赠

送了学习用品。 鄢有生董新凤摄

“大家乘车出行要随身携带身份证，看好自己的物品、财物，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上车。发现可疑情况和

可疑人员要及时报警，并协助民警和司机进行处置。”近日，扶沟县公安局局长田豪杰到县客运站安全检查时，嘱咐即将出行的乘

客，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共同维护公交车营运安全。图为该局局长田豪杰正在向乘客讲解出行安全防范常识。李龙喜摄

近日，淅川县人民法院组织刑事、民事、

民商、行政部门法官走上街头，在县城中心文

化广场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当天，共接受

各类法律咨询96人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218份，受到群众一致好评。宋志刚张长海摄

近日，西峡县检察院检察官杨阳把自

编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汇编》读本送

到学生手上。杨阳为西峡一高法制副校

长，每月都会为学生上法制课，并开展师生

互动。 马志全 张宇摄 对税收工作进行绩效化管

理，是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推出

的一项新举措。今年以来，漯河

市召陵区国税局紧紧围绕总局及

省、市局工作部署，认真组织推行

绩效管理工作，在组织绩效方面

和个人绩效方面，均取得了良好

的成果。

一是完善工作制度，科学设

置考核指标。根据上级局有关要

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工作方

案，做好考评指标的承接、再造、

分解，明确考核的管理职责、绩效

考评及结果运用等内容。

二是组织领导完备。成立绩

效管理领导组织，配备专职人员

负责绩效管理工作，使绩效考核

更加方便快捷。

三是推进有力，结果运用有

效。坚持月、季、半年，定期召开

绩效管理分析工作会，听取各科

室、分局工作汇报，分析绩效管理

工作形势，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

四是档案规范，指标体系优

化。统一设置绩效管理专柜，制

作绩效管理文件盒及书签，文件

分类合理清晰，方便查阅。

五是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绩效

管理工作的新方法、新模式、新成

效，努力推动法制型、创新型、廉

洁型国税机关建设。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绩效管理工作在召陵区国税局的

全面推行，使该局干部队伍活力

明显增强，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

有效地促进了税收任务的全面完

成。 （王江须）

绩效管理使队伍活力倍增

临近年关,郑州公安局大河路分局结合辖

区特点，通过拉网排查、日常监管、责任倒追等

形式，对辖区内的违法危爆物品进行统一查处。

社区民警在辖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从源头

上防范利用寄递物流渠道实施违法犯罪，社区

民警督促寄递物流企业建立健全应急处置预

案，发现寄运枪支弹药、危爆物品、违禁物品等

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报

告公安机关和主管部门查办处理。对寄运政

治性非法出版物、宗教极端宣传品、法轮功宣传

品、假币、假发票、枪支弹药、危爆物品、管制刀

具、淫秽物品、假证件、假印章、毒品、易制毒及

易制爆化学品、假冒伪劣商品等线索逐一梳理，

追溯物品源头，严肃追究寄件人违法寄递行为

的法律责任，对负有责任的依法追责，并通报行

业主管部门建议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倒逼企业

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责任。 （郭大年）

郑州公安局大河路分局

排查收缴非法危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