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中等身材，朴实诚恳，笑容憨厚，言谈
中还显得有些腼腆。就是这样一个“80后”检
察官，从检12年来，踏实勤恳、默默无闻地奋
斗在检察工作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
闪光的业绩；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三次，获嘉奖一次，多次被评为洛阳市“优
秀侦查员”“优秀反贪干警”；以实际行动诠释
对党和检察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就是孟津县
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郭峰强。

把简单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事做
好，就是不平凡。2005年9月，郭峰强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孟津县检察院，先后在侦查监督
科、公诉科、反渎职侵权局、反贪污贿赂局工
作，先后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400余
件，无一起错案，办理渎职侵权、贪污贿赂类
案件30余人，无一起不诉、撤案案件。

胆大心细，办出精品案件
“办案不但要攻坚克难,更要办好案、办

精品案。”这不仅是孟津县检察院党组的工
作理念，更是郭峰强对自己的要求。2014
年，孟津县检察院首次被省检察院表彰为
全省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先进基层检察院。
这个荣誉的取得，源于该院成功查办的原
新安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吕某（副县级）滥用
职权、贪污案件，而郭峰强正是该案的主办
人之一。

该案是洛阳市纪委交办的特大案件，犯
罪嫌疑人吕某自知罪行严重，郭峰强接手该
案时，吕某已经潜逃多日。经查，吕某名下
的手机卡、银行卡全部停用，几处房产均无
吕某的影踪，案件一时陷入僵局。郭峰强作
为该案的主办人，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夜深

了，他却毫无困意，反复梳理着纷乱复杂的线
索，不停地思量着。

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他又对线索作了
进一步的梳理。在重新查询吕某女儿吕某某
的户籍时，他眼睛一亮，发现吕某某的户籍竟
然在王某（女）的名下，而王某和吕某某的关
系显示是非亲属，王某的名下还有一个姓吕
的女儿，王某与吕某究竟是什么关系？吕某
某的户籍为什么会在王某名下？王某的女
儿为什么也姓吕？这个疑问一直在他的头
脑中萦绕。肯定有问题！

他立即向院领导汇报了此情况，经到公
安部门调查相关档案后，他发现，王某正是
吕某同居多年的女友。沿着王某留下的线
索，他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展开全国范围内
的追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历时 8 个多
月，行程 35000 多公里，走访排查 290 余人
次，他们最终将潜逃 253 天的吕某从三亚市
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捉拿归案。

犯罪嫌疑人吕某因滥用职权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半，因贪污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0 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4 年，并
处罚金 25 万元。2015 年，该案在全市规范
司法行为评比中获得第一名，被评为第四届
全省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十大精品案件”，河
南法制报、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曾作了专题
报道。

勇挑重担，守护公平正义
“检察官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职业，同

时又是一个高危的职业，犯罪和惩治时刻在
博弈。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坚
持原则，敢于担当，不怕打击报复，秉公执

法，勇往直前。”郭峰强说这段话时，神情严
肃而又庄重。

2010 年，郭峰强还在侦查监督科工作。
当年，洛阳市检察院指定孟津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栾川县陈某等 16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面对错综复
杂的案情，以及十几本厚厚的案件材料，其
他同志纷纷面露难色。院党组研究后将此
案的审查起诉任务交给郭峰强，他二话不说
就投入案件的审查起诉中。

审查起诉期间，由于案件的特殊性，相
关势利企图蠢蠢欲动，他严格执法，不惧任
何威胁利诱，坚决排除各种不和谐的干扰，
经过认真细致的逐一审查、通宵达旦的忘
我工作，他和同事们制作了 100 多页的审查
报告、40 多页的起诉书，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开庭审理时，在嫌疑人强大的律
师团面前，他围绕陈某等人如何构成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表了义
正词严的公诉意见，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
的辩论。旁听该案的案件主办人栾川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万龙当庭给他发来
短信：“谢谢你兄弟，讲得真精彩，说出了我们
办案民警的心里话。”后陈某等十几人因涉黑
被判处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机智灵活，突破办案瓶颈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憨

厚腼腆的郭峰强偶尔也会说句冷幽默，却显
示出了他不怕困难、机智勇敢的性格。

2015 年 8 月，郭峰强被抽调去配合洛阳
市纪委调查洛阳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市知识
产权局局长王某（副县级）涉嫌违法乱纪一

案。在接手案件之前，该院已对案件线索调
查多时，但均没有查出任何问题。面对如此
情况，郭峰强对此前查找的线索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梳理，很快就将之前调查的王某可能
涉嫌违法的情况一一排除，后将案件目标锁
定在与知识产权局相关的两个事务所上。
经过艰难细致的调查，他最终在一个事务所
的负责人霍某处查找到其行贿记录，很快查
实了王某受贿犯罪的具体事实。

洛阳市检察院根据霍某的行贿记录，在
全市科技系统立案查处了 7件 11人，一举突
破了困扰检察机关多年的在科技领域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的案件瓶颈。

今年 3 月份，郭峰强接到任务前往安徽
抓一名姓吴的药商。接到通知后，他连夜驱
车赶到安徽亳州。吴某手机已经停机，户籍
信息及房产信息中均未能查找到吴某的住
址。怎么办？同志们把征询的目光不约而
同地瞄向了他。大家知道，他总有奇思妙想
化难为易。他略一沉思，只说了一句话：“查
查燃气公司吧。”同志们问：“啥？”他笑着说：

“不试咋知道？”果然，通过查询燃气公司登记
的入户信息，他们很快就找到被调查人，次日
上午便将吴某安全带回孟津。

院领导称他是干事创业的行家里手，在
同事眼中，他是克难攻坚的学习榜样，而他却
是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工作忙，儿子在学校介绍爸爸的兴趣
爱好时说是“上班”，引发同学们哄堂大笑；父
亲从老家到孟津，一顿团圆饭从晚 7点等到
夜里 10 点……面对家人，郭峰强满脸愧疚。
他平静地说，既然选择了检察事业，就选择了
忠诚、选择了担当、选择了无悔……

洛阳市检察机关“检察之星”候选人事迹展播之二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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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担当写正义
——记孟津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郭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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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何？农村贫困户认定
是否公开公平公正？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近日，灵宝市检察院
预防局检察官深入该市川口乡赵吾、城烟、尚庄等村走访调查，
并开展法治宣传，发放便民服务卡。

记者马建刚 通讯员 张永辉 许春乐 摄影报道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张振 张志辉）近日，获嘉县公安
局 20名党员义工服务队队员深入对
口帮扶的该县史庄镇东张巨村开展
义务帮扶活动，帮助村民清理街道，
来到困难群众家中义务打扫卫生，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做合格党员的庄严
承诺。

据了解，2014年以来，新乡市公
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在结合
实际直接拨付 20余万元帮扶资金基
础上，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先后投入
100多万元资金，新修道路2000余米
（正在修筑中），打深水井10眼，新装
路 灯 150 余 盏 ，改 造 自 来 水 管 线
10000余米，大大改善了村里的硬件

设施。同时，驻村工作队还不断加大
产业扶贫工作力度，通过扩建村内猕
猴桃基地，新建、扩建葡萄采摘园等
措施，进一步拓宽了贫困群众的增收
渠道，夯实了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坚
实基础。

目前，该村已有 120余户困难群
众甩掉了“贫困户”的穷帽子。

寺坪村位于巩义市涉村镇东南
部，三面环山，总面积 16 平方公里，
是省级贫困村。

“董书记，来家里喝口水吧！”
“董书记，到我家拉拉家常吧！”这里
村民亲切称呼的董书记，是巩义市
法院选派到巩义市涉村镇寺坪村任
第一书记的董亚恒。记者与董亚恒
走在该村的山路上，村民不时地跟
他热情打招呼。

要想开展好农村扶贫工作，就
必须深入村民家，了解每户基本情
况。2016年 4 月，董亚恒到任伊始，
村上工作千头万绪，难以入手。他
就每天步行于山间小道上，不管风

吹雨打，烈日暴晒，总是扑下身子走
村入户，了解村情、发现问题、确定
思路。

寺坪村全村总人口 1079 人，日
常生活主要是靠山泉水和雨水。每
到夏季，村民们都要面临吃水难，更
别说其他用水了。缺水是制约寺
坪村发展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群
众贫困的一个原因。董亚恒就和
村两委一起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经
过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寺坪
村的具体情况启动大容量蓄水池
建设项目。

总投资为 37.8 万元的一座 500
立方米和一座 200 立方米的蓄水池
已经在 2016 年 11 月份建成并投入
使用。村民们说：“蓄水池建成后，

我们的饮用水就有保障了，我们心
里更踏实了。”董亚恒告诉记者，村
里还将配套建设净水池，将管道铺
设到农户家门口，让群众永远告别

“吃水难”的日子。
寺坪村四周环山，村民出行极不

方便。“咱们这山路弯弯曲曲，晴天一
身土，雨天两腿泥！”村主任李国富告
诉记者，村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家门
前能有一条平坦宽阔的道路。董亚
恒了解情况后，就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完成了 1.7万平方米的道路硬化
工程建设，形成了户户通公路、村镇
路相通的公路网。

硬化道路通到了田间地头，饮
用水也进入了每个村民家庭。村容
村貌和村民生活水平步步提高。

▲6月9日上午，项城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波一行深入
联系扶贫村——官会镇李赵庄行政村安庄自然村走访看望扶贫帮
扶户，详细了解扶贫帮扶户的麦收、秋种情况，找准脱贫出路，确保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记者程玉成通讯员耿贺华摄影报道

一杯水润心田 一条路通幸福

120余户群众摘掉穷帽子

□记者 杨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