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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春艳

“有人吗？你是不是真警察？”
春节前夕，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分局

刑事侦查大队大要案中队侦查员张帆正在办
公室里整理案卷，门外一句大声的“质问”打断
了他的思绪。

张帆抬起头，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出现在
了办公室门口，扶着门盯着他。

“这位大爷看上去有 70 岁了，看样子也不
像是来找茬儿的啊！”张帆心里嘀咕着，忙起身
迎上去，“大爷，您怎么了？我就是警察。”

大爷坐下后，告诉他：“前两天，有两位‘警
察’说我违法了，还罚了钱，可是我到现在还没
收到处罚单，我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大爷又
是委屈又是气愤。

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几天前，大街上
到处洋溢着祥和喜庆气氛，大爷也上街看热

闹去了。在返回的路上，走到离家不远的一
个小巷子时，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后面拍了
拍大爷的肩膀，掏出一个黑色皮面的证件，上
面写着警官证。那名男子自称是公安局的，
指了指巷子口的白色轿车说：“你违法了！因
为你私自燃放烟花爆竹，我们现在要对你进
行处罚，需要缴纳罚款 5000 元，否则就要拘
留。”

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
佳节，春节期间历来都是公安机关严查严打的
时期。再加上大爷不懂法，除了办理户口也没
跟公安局打过其他交道，一听说自己燃放烟花
爆竹违法了要被拘留，顿时吓坏了，忙说：“别
拘留我，我交罚款，我交罚款。”

可是，大爷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只好在
那名男子的指挥下上了车回家去取。车上还
有另一名年轻男子负责开车，看到大爷上了
车，年轻男子呵斥道：“这位是要交罚款还是想
要被拘留啊？”大爷连忙表示要交钱。

“行，算你聪明！可不是谁都可以交罚款
代替拘留的，这也是我们领导照顾你了。”年
轻男子一边启动车子，一边回头看着大爷和
那名中年男子说道。中年男子点了点头说：

“看他这么大年纪了，估计也吃不了那个苦，
就照顾他一下吧。”最后，大爷在两名男子的
监视逼迫下，从家里拿了存折去银行取出里
面仅存的 3500 元钱，交给了两位“警察”，并
且跟二人说实在再没有钱了，可不可以不拘
留？

二人又吓唬了大爷一番，让大爷下车背对
着他们，说要给大爷开罚单，并且警告道：“今
天先交这么多，但这事儿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果更严重。”大爷等了半天没动静，回头
才发现车子和人早没影儿了。

从警两年了，张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情形，回想起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每当看到
有人偷抢东西，都恨不能自己冲进电视机里抓
住他。而现在，却有人在冒充警察，敲诈人民

群众的钱财，破坏警察形象，影响警民关系，这
让张帆气愤不已。他一刻也坐不住了，立即展
开调查、分析、取证、研判、追踪，经过不眠不休
的努力，很快就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叔侄二人抓
获。

面对真警察的审讯，刘某叔侄如实供述了
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就是趁着春节期间，专
挑看起来老实的老年人吓唬，虽然得到的钱
少，但成功的概率很大。”刘某说，“没想到，这
么快就被真警察抓获了。”

日前，刘某叔侄涉嫌敲诈勒索被检察院批
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谢谢你啊，小伙子，真警察是为了老百
姓，是好警察！”协助调查取证之后，大爷佝偻
的身影渐行渐远，但他的话语却在张帆的脑海
里久久回响。张帆说：“碰上假警察，我也算开
了眼了。一定要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为
大爷讨回公道，也要挽回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
心中的形象。”

真假警察的较量

◇短评

◎故事

□李晗

服务大局、司法为民，是新时代检察工
作最根本的使命担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军多次强调，要进一步找准检察机关
服务大局、为民司法的着眼点，把服务保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实做细，把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切实落实到检察工作中。

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强化政治机
关意识，不仅是政治要求，更应该是思想自觉
和自觉行动。因此，检察机关要自觉把检察
工作放在大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服务大局
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这一职责
使命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观大势、谋大事、顾
整体、图长远，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大格
局在法治建设全局中谋划检察工作。同时，
服务大局也是检察机关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只有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保障
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发挥
好法律监督职能，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全力守护生态环境
安全、主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一年来，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之力”，
为我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再接再厉，止于至善。党的检察事业
欣逢最好发展时期，各级检察机关更要积
极担当作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抓住服务保障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这条主线，把握以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
题，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全力护航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以“检察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

□本报记者 安寅东

2 月 13 日一早，家住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
木罕达盖嘎查的牧民呼斯楞，来到罕达盖边境派出所领取边
境管理区通行证。“以前办这个证，我自己要来回跑 300 多公
里，如今只需要在家门口的派出所提出申请，几天证件就到
手了！”谈起变化，呼斯楞竖起了大拇指。

去年底，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在 3 个边境旗市和支队
机关新建成 5 个边境管理服务大厅，一站式解决牧民群众

“急难愁盼”，真正把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服务’谁？怎么‘服务’？首先要从群众的所思所想所

盼出发，找准服务的切入点，让广大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便
利。”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政治委员潘伟介绍说，边境管理
服务大厅建设前期，深入调研了解广大牧民群众实际需求，
最终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办理、沿边生产作业监督管理、
户籍业务办理等 8 项职能纳入大厅服务职能，涵盖了边境管
理机构专属办证权限、边防委员会职能部门权限、外国人服
务管理权限以及公安机关户政交管权限等，实现了事权整
合、高效便民。

“为减少群众因业务不熟或材料不齐等问题来回跑，办
事民警出具《容缺受理承诺书》，审批事项可先予受理，并进
入前期审核程序，随后再由申请者补充材料，这为路途遥远
的牧民群众办事提供了更多便利。”新巴尔虎左旗边境管理
大队队长斯琴图说，边境管理服务大厅还通过设立党员示范
岗，推出证件照片“满意拍”、手机缴费“便捷付”、综合服务

“当面评”等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了边境地区群众的体验感
和满意度。

目前，5 个边境管理服务大厅已建立常态化、长效化、规
范化服务机制，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证件 5100 余份，提供咨
询服务 1800 余次，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170
余件，边境牧民群众对工作满意度达到 99.8%。

把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郝佳丽

今年自治区两会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引发代表委员热议，大家认为，全区
检察机关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力守
护生态环境安全，助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群众急难愁盼勤解决

全区检察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黄先生如释重负，
被拖欠 6 年的薪水终于拿到了。

今年 1 月初，黄先生走进集宁区人民检
察院 12309 接访室，向检察官讲述了自己 6
年的讨薪之路。2016 年，黄先生受包工头刘
某雇用在集宁区某地施工数月，但 3 万多元
的工钱一直未结清，至今还欠 2900 元，多次
索要无果。

6 年来，被告方刘某总以各种理由搪塞
黄先生，迟迟不支付欠款。承办检察官调查
了解到刘某确有偿还欠款能力后，检察官多
次释法说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刘某向黄先

生支付了工钱。
一年来，全区检察机关重点保护群众“钱

袋子”安全，坚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积极参与“断卡”专项行动；保护“脚底下”
安全，会同住建部门推进窨井盖问题综合治
理，办理盲道损毁或占道经营公益诉讼 212
件；保护“舌尖”安全，起诉危害食药安全犯罪
150 人，办理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 658 件，
助力解决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周边食品
安全等问题；保护“头顶”安全，起诉高空抛物
犯罪 16 人，用法治手段解决“飞来横祸”。以
司法救助助力乡村振兴，向 598 名生活困难
当事人发放救助金 1279 万元。强化特殊群
体司法保护，惩治恶意欠薪犯罪 27 件，帮助
农民工讨回工资 1180 万元。

全区各盟市开通“检察直通车”，优化司
法办案、法治宣传、便民服务功能，努力打造

“农牧民家门口的检察院”，做到群众需求在
哪里，检察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生态环境安全齐守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和实
践，有力推动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有机统一的绿色发展。全区检察机关高度
重视，全力守护生态环境安全。

聚焦绿色内蒙古建设，践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检察模式。去年，全区检察机关起
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2057 人，办理生态环境
资源公益诉讼 2743 件，在全区建立 24 个“检
察公益林”生态修复基地，补植复绿 2.6 万
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等部门，做深做实“专业化监督+恢复性
司法+社会化治理”模式，建立落实“林长、河
湖长+检察长”联动协作机制，合力破解森
林、河湖生态治理难题。

去年，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检察
院办理了民法典实施以来，自治区检察机关
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案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
被告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承担破坏生态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依法支付生态修复
费用及一倍惩罚性赔偿，共计 133 万余元。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两家农业公司
改变退耕还林土地用途进行耕种，检察机关
及时制发检察建议跟进监督，受损的 1.44 万
亩草地、7600 亩林地、370 亩湿地得到保护。

社会治理能效双提升

“感谢检察机关秉公执法，让我们过了一

个舒心年！”春节后不久的一个工作日，扎兰
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们收到一面写有“秉
公执法申正义、为民办案树检威”的锦旗。送
锦旗的是一起因邻里纠纷引发轻伤害案件的
当事人王云、王建（皆为化名）姐弟。

一年前的正月十五傍晚，王建因琐事与
张某一家五口发生口角，继而厮打。厮打中，
张某手腕和王云眼部受伤。从此，邻里矛盾
纠纷不断，事情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和检察
机关。经过检察官多次释法析理、耐心调解，
双方握手言和。对此，王云、王建姐弟俩对检
察官感激不尽。

群众的事无小事。全区检察机关积极推
进诉源治理，做到群众信访案件“件件有回
复”“事事有回音”“案结事了”，把保障人民群
众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融入检察履职，

“开门办案”释法说理、化解矛盾，让公平公正
更加可见可感。增强法治宣传，强化法治意
识，降低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简小文表
示，今年，全区检察机关将以更高站位维护安
全稳定，全力保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以更
坚定立场办好为民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以更强实力助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全力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

◎一线传真

◎聚焦

“检察蓝”
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添彩

●为规范全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建设，自治区
公安厅制定《全区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内务条令>工作方案》，狠抓全警日常言行、纪律作风
养成，严格规范民警辅警工作、学习、生活秩序，着力锻
造“四个铁一般”过硬队伍，为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提供坚强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近日，全区各级公安机关通过专题会议、培训班、专题讲
座、座谈讨论等形式，对《条令》进行学习贯彻，全面提升
纪律作风水平。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期，兴安盟扎赉特旗公安局行政拘留所邀请旗
公安局培训中心人员前来对情绪不稳定、压力过大的在
拘人员进行心理咨询和教育疏导活动。针对此类在拘
人员由于角色转换、社会地位丧失、生活环境变化等产
生的心理问题，辅导人员结合实际案例，从如何克服心
理障碍、转变角色、调节情绪等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早日回归
正常的生活轨道。 （张玉丽）

●近日，由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建设的公益诉
讼大数据应用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立足解决公益诉讼
工作实践中存在的线索获取难、司法鉴定难、修复监督
难等难点痛点问题，通过“源、流、智、慧、音”五大模块，
搭载了案源采集、智能推送、流程管理、办案指挥等 14
个子系统，集成了案源智能获取、远程办案指挥、司法修
复监督、司法鉴定机构专家库、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知识
库和新闻宣传等功能，全流程为公益诉讼办案提供智能
辅助。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满洲里市发现 5 例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后，满洲里市纪委监委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监督政治责
任，迅速激活“7+1+1”专项监督工作模式，组成 7 个专项
执纪督查组，扩充人员成立 1 个追责问责组、1 个包联街
道监督组，采取明察暗访、汇总反馈、通报问责等方式，
对重点区域、重点点位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全程跟进督
促，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工作，确保各项防控要求落到实
处。 （本报记者 白丹）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您下载交管 12123 平台以后，手机上就能处理违章了，
您看，我给您演示一遍⋯⋯”2 月 17 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兴和县大队车管所副所长银鑫走访辖区某危化品运
输企业，为危化品运输车辆驾驶员郝晓飞办理交通违法处理
业务后，又帮他安装了“交管 12123”APP。

“谢谢交警同志的上门服务，可帮我大忙了！”郝晓飞连
声道谢。因为危化品运输车辆不能驶入县城，和郝晓飞一样
的大货车司机以往只能打车去县里的车管所办理业务，费时
又费钱。去年，兴和县交管大队开展净化营商环境、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解决了司机们的“急难愁盼”。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兴和县交管大队践行“靠前一步、主动作为”理念，以“管理有
温度、服务无死角”为目标导向，持续开展调研走访工作，了
解辖区企业营商环境的难点、堵点。

针对偏远乡镇企业和群众往返车管所办理业务存在困
难，大队车管所民警本着“简化流程、不降标准”的原则，积极
深入基层，为企业上门办理 6 年内免检机动车申领免检合格
标志、驾驶证换补领等业务。同时设立“交管联络员”制度，
完善企业“特事特办”工作制度，通过交管服务前移、简化业
务流程、开通绿色通道等方式，对辖区企业急需办理的车驾
管业务实行“加急办”“快速办”，最大限度满足企业车驾管业
务办理需求。

据兴和县交管大队教导员武志秉介绍，为全力确保公安
交管“放管服”系列改革举措落地见实效，兴和县交管大队车
管所把窗口服务作为第一阵地，全面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
倾力打造车管服务品牌。通过“限时办结”、“延时”服务、“上
门”服务、运输企业车驾管业务“绿色通道”等措施，全力打造

“身边车管所、百姓车管所、亮点车管所和基层车管所”，极大
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服务窗口。

据悉，兴和县交管大队将继续努力推出一系列新招、硬
招、实招，着眼解决企业、群众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在做好
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同时，积极营造优质、高效的营商
服务环境。

“小窗口”服务优化“大环境”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发生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等顶风
冒雪，坚守在抗疫一线。 王乘华 摄

为有效应对呼和浩特市突发疫情，连日
来，武警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医院检验与病理科
的 检 验 技 术 人 员 夜 以 继 日 开 展 核 酸 检 测 工
作。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分秒必争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第一时间集结近 20 人的
青年志愿者队伍，下沉包联
社区协助开展人员排查、核
酸检测登记等工作。

本报记者 李晗 摄

防疫有我

风雪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