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恪尽职守，率先垂范
1999年 10月，周书国从部队转业到息

县公安局，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周
书国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困难一来，我浑
身上下都是劲儿！”

2011 年 8 月份，他担任特巡警大队长
后，由于民警年龄架构较轻，工作经验不
足，思想情绪波动大。面对陌生的新队伍、
新工作模式，周书国果断地将队伍资源进
行了重整，采取以民警为主、队员为辅的工
作机制，使两支队伍形成工作合力，并在原
有的 3个巡逻中队基础上抽调执法经验丰
富的民警增建一个案件中队，解决年轻民
警执法办案经验不足的问题。

在平日，周书国牢固树立“己身正方能
正人”的理念，从工作的各个细节入手对自
身严格要求，做好表率。这样一位严谨细腻
的大队长，凭着勤勉的工作作风和锐意进取
的工作激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志，激
励着整个队伍不断向前。多年来，大队先后
获得全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信阳市五好团
支部，市、县先进集体等荣誉。

严打犯罪，勇于亮剑
在街面的巡逻战场上，周书国已经默

默坚守了 8年多，打掉的犯罪分子、恶势力
团伙不计其数。他坚持每天在县局网页上
查看一次警情通报，对着发案走势进行分
析，并及时通过早点名作出相应部署。在
夜晚下班后，他还会来到各治安岗亭中，全
面深入了解各巡区的工作开展情况。针对
近年来日益严峻的校园安全问题，他专门
抽调了 12名队员进行专职校园防控工作，
并经常前往听取驻校队员工作汇报，和校

方交流工作意见和建议。
2013年3月初，一伙飞车抢夺流窜作案嫌

疑人进入息县城区四处作案。为了维护城区
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亲自带领民警队员上阵，
多次彻夜不眠研究发案形势，制定有效打防措
施。3月10日、11日两日内，大队连续抓获12
名嫌疑人，其中双抢嫌疑人4人，带破案件10
余起，严厉打击了街面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一腔忠诚，舍小家为大家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爱一行就要钻一

行，钻一行就要精一行”，周书国始终把这
句话作为座右铭。

迄今为止，他指挥打掉了100余个犯罪团
伙，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可在取得众多成绩的背后，他有对家庭、对妻
子、对女儿深深的愧疚……

2013 年 11 月 6 日，患有老年痴呆症的
李某因家人一时疏于照看独自跑了出去而
迷路，周书国在路边发现这一情况后，见老
人冻得直哆嗦，当即将老人带至车上，拿来
自己的毛毯为老人取暖，听到老人直喊饿，
又去买来热腾腾的水饺。为了尽快找到老
人的家属，他带着老人一条街一条街地去寻
找，试图唤醒老人的记忆。终于，二人在息
州大道路边找到了正焦急寻找老人的老伴
王某。周书国见两位老人都上了年纪，行走
不便，又亲自将二人安全送至家中。

在周书国的带领下，息县巡特警大队
始终发扬特巡警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特质，锻造出了一个个巡逻
尖兵，用心血和汗水浇铸成一个个闪光的
奖牌，大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 3次，获荣
誉称号 8 次，共 6 人次荣立个人三等功，12
人次获得个人荣誉称号。

“惠济区国税局把‘四心’服务绝招，
融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真是独具匠
心，税务人员与纳税户心心相印，赢得了
广大税户的心啊！”4月16日，该辖区某公
司的王会计在郑州市惠济区国税局办税
大厅办完相关纳税手续后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 4 月初，为了推动“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的深入开展，郑州市惠济区国税
局依托办税大厅标准化品牌优势，独创贴
心、用心、暖心、爱心的“四心”服务绝招，
从细节入手，把人性化服务贯穿其中，让
纳税人真切感受到税务部门实实在在的
作风转变，享受到办税各个环节的减负和
快捷，让便民春风吹拂和温暖纳税人的心
田。

——贴心服务，体谅纳税人。郑州市
惠济区国税局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为契机，紧紧贴近老百姓关心的“菜
篮子”、“后厨子”、“舌根子”等民生问题，
进行心贴心服务。局长焦豫安带领人教
科、党办、征管科、办公室负责人深入基层
接地气，来到辖区中原四季水产物流港等
单位调查市场规模和了解经营情况，征询
纳税人的需求及对国税局的建议，进一步
贴心服务好纳税人。

该局还充分利用在全市国税系统率
先实现的“一窗多能”的综合服务模式，开
展贴心服务。着力优化办税服务平台，清
除内部流转“梗阻”，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提升服务质效，整合大厅各类服务窗口，
统一配置了全职能的多卡槽电脑、宽幅打
印机、高速扫描仪等设施，克服了硬件设
置不兼容等困难，解决了金穗卡、读卡器、
IC卡等多卡领取配置问题。

——用心服务，感化纳税人。该局
采取登门走访纳税人、召开税企座谈会
和税收宣讲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用
心广泛倾听纳税人对纳税服务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局领导与辖区企业面对面、
零距离地进行座谈，请纳税人“挑刺”。
对纳税人提出的意见，能当场整改的当
场落实整改，不能当即整改的由专人负
责整改，限时向纳税人反馈整改情况。
还针对企业提出的需求做好跟进服务，
做到问题整改彻底。

——暖心服务，亲近纳税人。该局以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抓手，转变职能、
改进作风，为广大纳税人开展暖心服务。
对审批项目和征管流程进行反复梳理优
化，建立和完善涉税事项办理操作指引，
切实满足纳税人合理需求。开展专项服
务，对办理个体税种登记、双定纳税申报、
委托代征税款等事项，全面推行“免填单”
服务。同时，该局纳税人学校结合“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免费开展了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培训，因需施教，进行申报提醒、
政策宣传和现场解惑答疑。这种亲近式
的暖心服务，使税户十分满意。

——爱心服务，情暖纳税人。该局
开展多元化亲民爱心活动，在办税服务
厅完善纳税服务“绿色通道”，向纳税信
用等级较高的企业、重点税源企业和弱
势纳税人发放“绿色服务卡”，享受优先
办 理 、专 人 协 助 、及 时 办 理 的 便 捷 服
务。并推行首问负责制、导税制、承诺
服务、特殊服务、一次性告知单等便民
举措。开展“窗口体验日”活动，局领导
班子带头到办税厅当一次“大厅经理”、
当一次“导税员”、当一次“办税员”、当
一次“税管员”、当一次“纳税人”，在一
线用爱心直接为纳税人服务。同时进
行干群、征纳之间的角色换位体验，换
位思考，重感受，察实情，找差距，不但
架起了一座干群和税企的“连心桥”，而
且形成了办税无阻、服务高效、情暖税
户的工作新局面。

“凝聚正能量 树立好形象”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商丘讯（记者祁飞 通讯
员 王广胜）近日，民权县公安局侦
破一起系列盗窃农户山羊案，追回
被盗山羊 83 只，抓获嫌疑人 3 名。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嫌疑人竟然利
用从农户家中偷来的山羊开办起
了养殖场。

今年春节过后，民权县龙塘、
白云寺、野岗、人和等乡镇连续发
生农户山羊被盗案，当地农民对此
反响很大，这也引起了当地政府和
警方的高度重视。民权警方抽调
刑警大队、治安大队、派出所等部
门骨干民警成立专案组，由公安局
政委挂帅负责侦破该案。

经过民权警方的努力，案件很
快侦破。4月 13日夜，民权县公安
局龙塘派出所巡控民警在龙塘镇
寄岗村附近蹲守布控，现场截获一
嫌疑三轮车，两名嫌疑人被当场抓
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申某某、
段某某对盗窃群众山羊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据其交代，今年春节
过后，两人为快速发财，勾结在一
起，采取事先踩点、深夜翻墙入院
的手段，先后多次在龙塘、白云寺、
野岗、人和等乡镇村庄盗窃当地群
众喂养的山羊近百只，之后卖给开
养殖场的白某某。当夜，专案民警
在民权县伯党乡伯东村将其同伙白
某某抓获，并在位于该村的一养殖
场中查获山羊83只。白某某交代，
养殖场里的83只山羊都是申某某、
段某某偷来的，在养殖场养着是图
将来卖个好价钱。现已有 27 只山
羊经专案民警查证属实，系群众被
盗财物。

现此案正在进一步侦破之中。

本报邓州讯（记者 王海锋 见习记者 郭光
进 通讯员 吴富豪）邓州市3名只有小学文化的
农民，以邓州市人民政府不作为为由，私自宣
布将其予以撤销，自己组建了“第二个邓州市
人民政府”，下辖三个乡（镇）人民政府并分别
兼任市长、乡（镇）长；不仅如此，他们还假借
中央九部委之名，私刻公章，下发红头文件，
对外招聘公务员，先后有 10 余名不明真相的
大学生上当受骗寄资料应聘。昨日，记者从
邓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这起由法盲自导自
演的荒唐闹剧被邓州市检察院以涉嫌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罪提起公诉。

2013年9月，邓州市文渠乡蒋庄村六组妇
女张海新伙同汲滩镇廖寨村三组妇女马香兰、
高集乡李岗村孔营组农民王良双，经过密谋，
以邓州市人民政府不作为为由，宣布将其予以
撤销，并在位于市政府旁边的老广场对面，成

立一个“新邓州市人民政府”，“新邓州市人民
政府”下辖文渠乡人民政府、高集乡人民政府、
汲滩镇人民政府 3 个乡镇政府，张海新任邓州
市人民政府一把手兼管文渠乡政府，马香兰、
王良双则分别负责汲滩镇人民政府和高集乡人
民政府。

该案源于一起房地产开发。汲滩镇一个
城镇开发项目因为用地纠纷涉及马香兰和王
良双亲戚的利益，随后，房地产开发商先后收
到了“邓州市人民政府停工通知书”和“汲滩镇
政府违法建房处罚通知书”，感觉事情有点蹊
跷的开发商随即报案。邓州市公安局立案调
查后，从 3 人住处分别搜出了他们私自通过街
头小广告花钱刻制的“邓州市人民政府”、“邓
州市检察院”、“高集乡人民政府”、“高集乡人
民政府财务专用章”、“汲滩镇人民政府”、“汲
滩镇人民政府财务专用章”等假印章，其中还

包括村委会一系列相关印章等。
随着案件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发

现，他们还以中央九部委的名义制作公
文、私刻公章并下发红头文件给马香兰和王
良双，要求二人在本地发展骨干成员，加入集
体经济组织，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等。

为壮大自己的“公务员队伍”，他们又以邓
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散发招聘公告，招聘大学
生到政府任职，先后有10多名不明真相的大学
生将申请简历邮至他们所谓的“第二邓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

据统计，张海新先后刻制假公章 10 余枚，
以邓州市人民政府名义下发文件、任职公函40
余份，发布通告、公告 20余份，先后有 200余户
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该处申请办理了《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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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10余年来，他无论是在办公室伏案疾书还是在大街小巷巡逻，始终遵循
一条准则：牢记头顶的警徽所代表的职责和使命，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老百姓
办好事、办实事。8年来，他先后荣获优秀政法干警、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中原卫士杯标兵等荣誉称号。他就是息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周书国。

人民赋予使命，我用忠诚履职
——记息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周书国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独具匠心
——郑州市惠济区国税局推出“四心”绝招打造标准化服

务品牌纪实

□实习记者 曹玉 通讯员 白路 陈继烈

本报讯（记者 何永刚）本想着可以利用朋友
的关系送孩子进军校深造，不料却落入了骗子的
圈套，被骗21万余元之后，对方却消失了。昨日，
记者从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获悉，检察机关以涉
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提起公诉。

2005年6月的一天，许某接到朋友芮某的电
话，声称自己有一位老战友王某，手里有军校带
军籍指标，能为许某女儿办妥上军校一事，许某
信以为真，就去洛阳见芮某和王某。

原来，芮某和王某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
识的，两人又都当过兵，于是就保持着联系。
2005年6月28日，王某告诉芮某说自己拿有中
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的军事院校带军籍的干部
子女内招指标，如果有亲朋好友的孩子参加高考，
可以给弄一至两个指标，每个学生的费用10万
元。芮某当时也见到了一个表，表上还盖有中国人
民解放军后勤部的公章，一份表共9张，而且王某

又拿出了一个记者证，职务是某报副总编、副主
任，及一个军官证，是总参发的。芮某信以为真，
突然又想到朋友许某的女儿要高考，于是就把该
消息告诉了许某。见面后，王某介绍了情况，还让
许某看了看表，并说一个指标费用是10万元，许
某就让王某和芮某一起回郑州说事儿。

到郑州后，许某说先让王某办一个指标，把
所需要的材料和10万元钱一次性给了王某。过
了几天，许某说让再办一个指标，给了王某9万元
钱，说剩下的钱再想办法。几天后，许某给了王
某一张农业银行卡，卡上有2.4万元。后来王某
说7月份在郑州省军区体检和面试。可到了面试
的日子，许某、芮某和女儿等了一天依然没得到
通知，电话也联系不上王某，许某才感觉被骗了，
于是报案。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
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
条的规定，应当提起公诉。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线索提供 孟晓 韦改）

谎称帮人上军校骗财可恨！
养殖场的山羊
都是偷来的

私刻公章成立“市政府”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