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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执法办案为重点，为经济发展提
供稳定的法治环境。

社会和谐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该
院始终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
为重中之重，切实抓牢抓好。全院各部门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严
厉打击各类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的刑事犯罪
活动。特别是在产业集聚区经济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重点打击挪用、诈骗、侵占产业
集聚区资金犯罪，涉及产业集聚区建设的
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等犯罪，尤其是
加大对产业集聚区周边的盗窃、寻衅滋事
等破坏治安秩序犯罪的惩处力度，为产业
集聚区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宽松
的投资环境。同时，为有力保障经济发展，
该院开展了建筑领域容积率的专项治理、
房地产税收专项治理等，加强诉讼监督，着

力维护司法公正，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
点名约访制度等，认真处理涉法涉诉问题，
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

二、以民生领域为重点，为经济发展提
供便民利民服务。台前县检察院通过创新
服务形式，整合法律服务资源，确确实实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该院充分发挥“两大窗口一检察室”作
用，积极服务群众，提升检察机关外在形象
和执法公信力。一是充分发挥控申接待大
厅窗口作用。该院坚持以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密切联系群众为重要抓手，每天都安排
领导带班，专人接访，及时受理群众来访。
在坚持来访举报的基础上,还采取预约接
访、点名接访等形式，进一步方便群众反映
问题和申诉举报。二是充分发挥案件管理

中心窗口作用。案管中心大厅张贴案件工
作流程图等，对全院案件流程监督管理，内
容便民、利民，明白清晰。三是充分发挥基
层检察室的作用。以侯庙镇检察室为依托，
广泛接触群众，直接服务群众。一方面主动
到人员集中的地方开展检察宣传，另一方面
定期对辖区村户、企业进行调查，经常到可能
存在法律诉求的村户、企业走访、巡防，主动
提供法律帮助，并征求其对检察机关的意见
和建议，充分发挥检察室畅通基层群众诉
求“绿色通道”的作用。

三、以制度建设和作风转变为重点，为
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健全工作机制。建立法律服务长效机
制，该院通过制定一系列服务企业规定，进
一步强化职能作用，增强服务全县工作大
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制定了《关于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保障服务濮范台扶贫开发综合
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等制度。定期组织干
警到产业集聚区开展法律服务活动，为企
业员工讲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与控制等内
容，现场解答了员工们关心的法律问题。
建立党员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院领导和
全体干警每人包一个村作为基层联系点，
按时到基层联系点督导活动、推进工作、征
求意见、解决困难，积极化解农村矛盾，促
进农业发展。严格纪律狠抓作风建设。铁
的纪律是树队伍正气的关键，该院严禁检
察干警耍特权、逞威风，以权谋私，办关系
案、人情案、金钱案。特别是该院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结合当
地检察工作实际，认真查找并着力整治“四
风”问题，整体素质和形象得到明显提升，
为服务经济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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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8点，商丘市公安局睢阳分
局娄店派出所户籍室的大门准时打开。

不到一分钟，窗口被挤得满满的，民警
叶宗林还没坐稳，大家就七嘴八舌向她询
问，十几双拿着材料的手争前恐后地晃动在
她眼前。

叶宗林不急不躁：“大家别慌，一个一个
来。”

28 岁的叶宗林之前是商丘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的民警，2013 年 8 月，为响应商丘市
公安局“机关民警下基层”的号召，主动要求
到比较偏远的娄店派出所工作，本来到2014
年 8月她就锻炼期满了，但她又主动要求继
续留在娄店派出所。

记者一边听叶宗林的同事李晓静讲述
她的履历，一边观察着正在工作的叶宗林：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和前来办事的
群众交谈时，瘦瘦的脸上总带着微笑。

1 月 8 日是阴历十一月十八，娄店逢
会。再加上这段时间娄店乡正在进行户口
清理整顿，户籍室的人格外多。叶宗林从坐
下的那一刻开始，手、嘴、脑一刻不停。有的
人听不明白，叶宗林耐心地在纸上写明需补
充的材料和工作流程后交给他们。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整整一
个上午，叶宗林都没有起身，也很少喝水。
中午12点47分，户籍室没人了，叶宗林才揉

揉肩膀站了起来。
“嗓子不舒服，怎么不多喝点儿水呢？”

同事李晓静关切地问。
“喝水多了容易上厕所，就这还忙不完

呢。”说完这话，她抱着杯子大口大口地喝了
起来。

在派出所简单吃了午饭，叶宗林看看时
间，是下午 1 点半，“我还包着娄店村呢，得
趁着这个时间去走访”。

户籍窗口工作是基层公安的最小舞台，
最考验一名民警的为民情怀。沿着坑坑洼
洼的土路，记者跟随叶宗林赶到张桥村，看
望前段时间一家 6 口因户口问题“特事特
办”的李春霞一家。

在路上，记者了解到，李春霞一家 5 个
孩子和她本人都没有户口，家境贫寒，她的
大女儿外出打工，由于没有身份证，坐火车
都坐不成；二女儿成绩优秀，来年就要参加
高考。叶宗林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向公安局
领导反映此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李春
霞一家终于看到自己的户口本上盖上了红
红的印章。

一进门，正在做家务的李春霞就迎了
上来。“民政救助已经办了，孩子考上大学
之后，我再帮你们申请一些教育部门的补
贴……”钱虽不多，但是对这个农村家庭来
说，负担大大减轻了。

面对记者，李春霞明显有些紧张，她悄
悄问记者：“我叫她啥？”

“叫他宗林或者叶警官都行。”
结果，在采访中，李春霞一直都称呼“宗林

同志”。朴实的她也许不太会表达，但是她将
自己的这份敬意体现在了一个亲切的称呼里。

说着说着，李春霞眼睛湿润了：“我们办
户口的钱都是宗林同志垫的，俺男人现在也
不因为户口的事儿跟我抬杠了；我给闺女说
了，她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要给叶阿
姨买点礼物。”

也许对叶宗林来说，多跑几趟，自己垫
付一些费用为李春霞一家办理户口是她应
尽的职责，但是对李春霞一家来说，生活从
此有了新的希望。

叶宗林临走时，李春霞似乎想起了什
么，扭头跑到堂屋门口，装了一塑料袋还沾
着泥土的辣椒，拽住叶宗林的手，硬生生地
把辣椒往叶宗林手里塞。

“俺可不是贿赂你，家里也没啥好东西，
这也算是俺全家的一点儿心意。”

听到这儿，内心感动的叶宗林抓了一小
把辣椒。其他的让李春霞送到市场上，多少
也能卖点钱，可以贴补家用。

叶宗林说，在基层工作这么久，她记得自
己还收过村民们送来的芝麻叶、豆角等。这
些东西，无一例外都散发着朴实的土香。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谢飞白金中/文图

警民心连心
一把辣椒见真情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刘国英 丁霞

台前县检察院：三个重点护航经济发展
2014年，台前县检察院紧紧围绕三项重点任

务，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为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服务和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在实现台前经济赶超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我们小区的地
下停车场被物业建造成了单间对外出租，
我感觉这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日，郑州市
民王先生向本报反映说，听说一部分地下
空间还是人防工程，可以这样被随意占用
吗？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地下空间被改建成单间出租
王先生家住郑州市大学路和陇海路

交叉口附近，他说，去年秋天，他突然发现
自己所住的小区外面堆放了许多建筑材
料，经询问得知，物业准备将住宅楼的地
下空间改建成单间用来出租，他同几名业
主代表当即表示反对。

近日，在业主的指引下，记者进入一
栋住宅楼的地下一层，发现50多个单间均
已上锁。地下二层有两个单间开着门，面
积都在 10平方米左右，室内已粉刷完毕，
并安装了照明设备。在另一个单间的门
上，记者发现上面贴有“招租”的广告。

业主马女士认为，地下空间原系人防
工程，变成出租房后物业从中收益，业主
的权益该如何维护？改建之后有无安全
隐患？

空间改建不需要规划许可？
记者跟随部分业主前往小区的物业

公司询问，并提出查看这些房屋的规划许
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等。

物业公司一名负责人称，整个（楼盘）
建筑早已获得用地规划许可，至于地下空
间的改建，不需要再规划许可。当被询问
改建房屋前为何不征求业主同意时，该负
责人称，前期已经做过调研，部分业主有
（求租地下空间）需求，也通知了多名业主
前来协商，获得了他们的同意。

但业主们表示他们都是在房屋改建
完成后才得知消息的。“物业公司不拥有
这些房屋的产权，将本属于业主的共有
财产用于营利，业主肯定不答应。”王先
生说。

人防办称将介入查验
随后，记者又来到该小区所在的社区

服务中心。一名刘姓负责人称，对物业将
地下空间改建房屋的事，他们同物业协商
过多次，但社区没有执法权，夹在业主和
物业之间很为难。下一步将会同消防、规
划、城管等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郑州市人防办法制科一名负责人称，
将会调阅资料并实地查看这些地下空间
是否属于人防工程，如果属实，将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

业主：地下空间属于人防
工程，不能占用

物业公司：改建不需要规
划许可

——商丘市公安局“机关民警下基层”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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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地下停车场
被建成单间出租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1 月 8 日、9
日，本报连续刊发了南阳市公安局仲景派出
所民警辛宏开警车为企业老总“护驾”并在
企业兼任职务事件。10日下午，南阳市公安
局对外发布消息，公布调查处理结果，涉事
民警辛宏继1月7日被采取禁闭措施后，1月
9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通报称，2014年12月26日，辛宏私自驾
警车到郑州办事。当日，河南可丰置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素芬多次给辛宏打电话说有
事，请求辛宏到位于郑东新区的景峰豪悦酒

店帮忙。18时许，辛宏驾警车赶到酒店，在门
口见到刘素芬与人拉扯，便驾警车拉刘素芬
离开现场，发现有人开车追赶即停车拨打110
报警。经郑州市警方调查，查明刘素芬此前
曾帮助处理牛某等人与其前夫任某的一起经
济纠纷，当日牛某等人因找不到任某便缠着
刘素芬不放，刘素芬遂请求辛宏帮忙。次日，
双方就26日的纠纷达成谅解协议。

经查明，辛宏 2014 年 12 月 26 日违规使
用警车，介入他人纠纷造成不良影响，且作
为人民警察违规在可丰置业担任副总经理，

并在 2014年 7月 13日至 9月 16日期间系汇
丰资产管理公司股东。针对其严重违规违
纪行为，南阳市公安局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
令》等规定作出严肃处理：给予辛宏党内严
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同时责令仲景派出
所作出深刻检查，在全市通报批评。

通报还称，从严治警是南阳市公安局一以
贯之的方针，对发现的民警违规违纪行为坚决
查处，绝不姑息迁就，并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和
广大网友继续对南阳公安工作监督和支持。

“护驾”老总民警被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降级
■《南阳警官开警车为企业老总“护驾”并企业兼职》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