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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代办公租房的“能人”

 编辑／李立 蒋起东 美编／高岳 校对／张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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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中，启动了操作更加简便的“民警执法服务评价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群众可

对民警的执法和服务等工作进行评价，从而便于交警部门及时掌握群众诉求，主

动发现整改问题，提升群众满意度。图为民警向驾驶人介绍“民警执法服务评价系

统”的使用方法。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张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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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孟瑶

　　“按照北京市公租房政策，

不但有户籍要求，还有收入标

准要求，即使都符合条件，还有

小区位置、居住面积的限制。但

找我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我

不但能跨区申请，还可以增加

面积，简直是私人定制了。”杨

贺（化名）的一番话，让在京学

习和工作多年的医学博士李明

（化名）彻底“上套了”。本以为

遇到“有门路”的杨贺，自己就

能很快申请上公租房，却没想

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以“有门路”办理公租房业

务为名，诈骗多名被害人钱款

达百万元，近日，杨贺因涉嫌诈

骗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医学博士落入骗局

　　“北京户口申请公租房18万起，外地户口

28万起，办理周期6至12个月，政府租金补贴

60%到90%，每月实缴几百元，子女有继承权，

可就读附近公立学校。”2018年6月的一天，李

明在其朋友圈看到了这样一条房产信息。李

明在京多年，却一直和女友租房居住，这条信

息着实让他很心动。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李明联系了发布信

息的房产中介。通过中介，他联系到了“有能

力的办事人”杨贺。杨贺给李明发送了一份文

件，里面有北京市所有公租房小区的名单。接

着，杨贺向李明介绍了北京市公租房政策，并

打包票说找他一定没问题。

　　经过一番攀谈，李明感觉杨贺对公租房

政策非常了解，应该是真的“有门路”。于是，

求房心切的李明在通州某房产经纪公司与杨

贺见了面，想进一步了解情况。走进这家公

司，李明见到有工作人员在忙碌，公司很“正

规”，他放心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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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公安护一江安澜保一库水净
□ 本报记者 胡新桥 刘志月

　　1062公里岸线、三峡工程坝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湖北，与长江有着天然联系。守护一江

碧水东流、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湖北使

命特殊；呵护好、利用好、发展好长江这一

“黄金水道”，湖北责无旁贷；抓好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湖北任重道远。

　　“全省公安机关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

部署，勇担主战场之责，通过严打涉江突出

违法犯罪、建设长江水域治安防控体系、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具体行动，全警动员、

协同联动、打防结合、治建并举，全力护航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湖北省公安厅有关

负责人说。

以打促安

　　凌晨5时，长江清江段高坝洲流域，江面

漆黑。一艘关了马达的木质渔船缓缓划向

岸边。

　　趁夜非法捕获11千克野生江鱼的邓某

刚上岸，就被蹲守的宜昌市公安局民警和市

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抓获。宜昌警方循线倒

查，将邓某背后的捕、购、销团伙“一锅端”。

　　这是湖北公安联合多部门行动打击各

类涉江突出犯罪活动的一个缩影。

　　首创省市县乡四级河湖警长制，侦破全

国非法采砂首案，启动严打长江流域非法采

砂、非法码头等黑恶势力及全省重点工程项

目砂石霸专项行动，出台“长江大保护”攻坚

行动方案，开展为期3年的严打非法捕捞专

项行动……“从水面到岸上，从作案人到作

案工具，从抓现行到查幕后，我们联合农业

农村等部门，江地一体作战，对各类涉江涉

河涉湖违法犯罪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湖北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陈诚说。

　　守护长江安澜，湖北公安行动一个接着一

个、措施一招接着一招、力度一次大过一次。

　　2020年下半年，为应对潜在风险，湖北

全警做实“情指勤舆”一体化作战体系，落实

“研交办督结”工作闭环，加强动态管控，全

力确保水上、水下、地上、地下干净平安。

　　针对省内长江干线长、国家重点水利工

程多、办案难度大的实际，湖北公安探索“四

个一律”措施：案件线索一律溯源追查、破案

手段一律专业支撑、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

理、案件办理一律快侦快诉，建立由船到案、

由人到案、由砂到案、由案到案的新技战法，

破解了涉江案件难以打深打透的瓶颈。

　　适应新常态，湖北公安不断提升水面执

法和水域管控能力。全省96个禁捕县、市、区

公安机关加强打击水上犯罪的执法力量和

装备建设。南水北调、荆江大堤、大规模拆建

水域等重点流域先后设置水面、陆地、视频

防控关卡，利用公安信息化预警预判预防。

　　统计显示，近5年来，湖北公安机关侦破

涉江刑事犯罪案件3710起，打掉团伙125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5721人。

边治边建

　　4.2万尾鱼苗，在群众见证下现场放生。

这批鱼苗系李某、周某电捕鱼后自愿出资

购买。

　　鱼苗放生后，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分局黄

龙派出所联合检察、综治等部门召开普法宣

传大会。

　　“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对水域生态环境

进行修复，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共同保

护好一江碧水。”黄龙派出所所长彭峰说。

　　十堰市公安局将生态环境修复补偿机制

引入办案过程，实现严惩涉水犯罪行为、开展

生态修复保护、最大化普法教育“三赢”。

　　坚决落实“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要求，湖北省公安厅推进水污染

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

强化涉环保领域风险防控，对长江湖北段生

态环境边治、边建、边修复。

　　湖北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发动社会参与

到生态修复，鼓励非法捕鱼、乱占码头、毁坏

堤坝、污染江水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主动修复

生态。

　　宜昌市公安局配合政府部门，向“化工

围江”宣战，实现辖区内沿长江1公里内无化

工企业。

　　江陵县公安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长江

堤坝清理养护，种植林木3万余株。

　　截至今年2月，湖北公安机关协助政府

部门稳妥完成405家沿江化工企业“搬改并

转”，取缔1211个长江沿线码头，清退岸线150

公里，复绿长江岸滩1.2万余亩。

　　如今，长江湖北段生产岸线转向生态

岸线。

创优环境

　　“小型汽车，九座以下的，扩大了年检范

围和时限，原来6年免检，现在放宽到10年。”

在一家网约车湖北运营公司，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汉南区）交通大队车管中队民警付

萍华向工作人员介绍车辆免检新政。

　　对有1万多辆网约车、日均接单5万多次

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就在一年前，这家公司却因车辆违法过

多，面临停业整顿风险。“业务快速增长以后，

管理没跟上，导致大量交通违法未及时处理，

包括车辆年审。”该公司总经理黄伟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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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攸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胜街道东城花园小区电梯改造后启

用。“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坐电梯了。”居民施阿姨说。

　　原来，东城花园小区于1999年交付，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居民日

常进出使用的两台电梯年久失修，时常发生运行不稳、“电梯关人”等问

题。去年10月，小区121户居民推选出居民代表负责电梯改造项目。从成立

评标小组、公开招投标、上门筹集资金，到全程监督施工单位电梯改造工

作，都由居民自主自发进行。这一“自发-自筹-自监”基层治理新模式为

鄞州平安小区创建注入新动能。

　　鄞州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邦进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小区

虽小，意义却大，平安小区创建是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鄞州区积极推进平安小区创

建，探索形成了一批小区治理“鄞州解法”。全区460个住宅小区中，160个

已进行星级评定，38个达到二星级以上标准，同时鄞州区将按照每年100

个小区的速度推进星级平安小区创建全覆盖。

系统化统筹 凝聚创建合力

　　小区业主安全感不断上升、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服务满意度不断提

升，重大刑事案件下降、群体性上访事件下降、重大安全事故下降。这“三

升三降”是创建平安小区的目标。

　　升降背后是鄞州自上而下举全区之力创建平安小区的热情：鄞州区

成立平安小区创建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协调推进创建工作，创立平安善治

基金，注入和使用资金超600万元，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创建。

　　近日，一场以学促比、以比促创的鄞州区平安村社治理赛在东吴镇

三塘村文化礼堂火热开赛。全区22个村社平安创建工作人员纷纷上台展

示各自治“家”本领，9位专家评委和近百位观众评委现场打分，再结合部

门打分、网络投票结果决出一二三等奖。

　　这样热闹又充满活力的平安创建形式到如今已有两个年头，通过工

作考评、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现场打擂等环节，评选出一批在基础工作、

亮点品牌等方面走在前列的优秀创建村社。

　　据了解，创建平安小区星级标准分为二、三、四、五星级，星级标准由

工作制度落实、保安队伍健全、防范设施齐备、基础工作扎实、治安状况

良好五项内容组成，旨在构建小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

网络。

　　然而小区治理，剃头挑子一头热可不够，关键要发动广大居民参与

形成不竭力量来源。地处城市核心区的福明街道就用起“三十六计”，让

平安创建深入人心。一场以守护群众“钱袋子”，织密全民“平安网”为目

的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在人流量大的五一广场拉开帷幕。活动

现场，“平安鄞州讲师团”的讲师结合实际工作，通过揭露不法分子诈骗手法、讲解真实案例等

方式，向在场群众宣讲如何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引来不少市民驻足围观。

　　为了凝聚创建合力，鄞州区在居民小区集中打造平安家庭体验中心、平安志愿驿站、平安

VR科普体验馆等平台阵地，常态化开展“平安小区微影响巡演巡讲”“平安鄞州讲师团人人讲”

“平安志愿大巡防”等系列活动，形成平安小区共建共享良好氛围。

精准化实施 提升创建实效

　　春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在潘火街道金桥花园小区人人皆知。以“调和、调顺、解

忧、解难”八字为宗旨，这个工作室制定了“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矛盾联调、风险联控”的婚姻

家庭纠纷调解四联方针。

　　工作室成员活跃在谈天说地的人群中，他们从闲聊里发现心结，在说事里化解矛盾。除了

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不久的社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为居民提供更多选择，通过微信预约，就

有矛调中心安排专门调解员和物业人员上门服务。

　　当前，鄞州区矛调中心已实现“区—镇街—村社”三级全覆盖，平安小区创建在此基础上，

建立小区矛盾排查处置工作机制，推动警调衔接、调解组织等资源向小区下沉，织密基层矛盾

纠纷发现解决网，做实矛盾纠纷化解第一道防线。

　　不久前，东柳街道锦茗晴园小区的美屋物业和平安保险公司签订协议，此协议开创了将

住宅小区消防设施整体纳入商业保险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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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三县的“杨来法诉前调解工作室”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您说的在理！俺同意！”看到当事人含

泪给一位60多岁的老人深鞠一躬，河南省洛

阳市栾川县人民法院潭头镇人民法庭庭长

程延涛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老人是全国人大代表、潭头镇拨云岭村

党支部书记杨来法。他出面调解的是一起疑

难家事案件。

　　原告刘某与3名被告的母亲王某1984年

2月20日登记结婚。当时，王某是第三次婚

姻。3名被告是王某与前夫所生子女，刘某

与王某婚后无亲生子女。2018年8月，王某

摔伤，其长子李某以尽孝心为由，经刘某同

意后，将其接回家中赡养。2019年5月，王某

病逝，3名被告将其与早已逝去的生父合

葬。刘某得知后很是恼怒，将王某3个子女

诉至法庭。

　　程延涛一接手此案就犯了难，赶紧找杨

来法商量，杨来法也感到棘手。但此案如果

处理不及时，双方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于是，杨来法马上把诉前调解工作室的几位

人大代表和当事双方的村干部叫到一起，分

头了解情况，安抚双方的情绪。

　　“你母亲与老刘结婚35年，你们小的时

候，对你们也很关心。你们长大成人了，都

有各自的家庭。你们这样做合适吗？”杨来

法与3名被告促膝长谈后，又与原告刘某谈

心，“虽然3个孩子做错了事，但你和王某风

风雨雨35年，人不在了，还是入土为安啊！

再翻腾这个事，她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

呀！”

　　在“杨来法诉前调解工作室”调解员的

努力下，3名被告向原告刘某补偿4万元，刘

某对其表示谅解。

　　3月22日，全程参与调解的程延涛对《法

治日报》记者说：“‘杨来法诉前调解工作室’

的精心调解，彻底化解了这起纠纷。家事案

件调解结案胜过任何一个完美的判决！”

　　1955年出生的杨来法，1979年在部队入

党，1980年退伍返乡后开始当村干部，1999

年7月至今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所在的村庄

位于伏牛山腹地，海拔在800米以上，仅有

102户400余人，过去是出了名的穷村。他带

领群众修路架桥、发展乡村产业，把一个交

通不便、经济落后的穷山村，一步一步地建

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文明村、美丽乡

村示范村。

　　“群众脱贫致富后，遇到矛盾纠纷不能

冲动，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杨来法说，

有的村民因邻里纠纷打架斗殴，最后伤了和

气，还得付出代价，他就组织村干部进行调

解，依法用情进行公正处理。近3年来，村里

没有发生一起诉讼案件，村民关系更加

和谐。

　　2018年1月，杨来法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后，在当地威望更高，十里八乡的村民

遇到烦心事总爱找他说说，潭头镇人民法庭

法官遇到棘手的案件也找他商量。对此，他

来者不拒，耐心积极想办法进行解决。

　　“杨代表说话在理，处理事情公道，大伙

儿都愿意听，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高。”2018

年5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曲海滨在

乡镇调研诉源治理工作时，不少人向他讲述

杨来法的调解故事。“如果依托杨来法的全

国人大代表威望，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多

元化的纠纷化解体系，积极参与诉源治理，

更方便、更快捷地化解群众纠纷，就能不断

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他和杨来法面

对面交流后，决定在潭头镇人民法庭组建

“杨来法诉前调解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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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跨境赌博
亟待合力挥拳

朱建娜：
懂法律更懂百姓生活

沭阳“援法议事”直通车
进村居

　　当下，各类赌博App、利用直播赌

博、线上跨境赌博等赌博活动搭上网

络顺风车日益猖獗。2021年3月1日起，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跨境赌博首次

写进刑法，凡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将

按照赌博罪、开设赌场罪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最高可能面临10年有期徒刑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