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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刀锋上的铁血战士
——记全省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干警孙林虎

“我是干刑侦的，打击犯

罪永远没有‘轻松’二字。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始终冲

锋在前，把平安留给群众，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从警 19 年来，孙林虎把对党

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化作实际

行动，融入他所挚爱的公安

工作中，始终坚守在维护社

会稳定和打击违法犯罪第一

线，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

他所热爱的公安事业。

孙林虎 2004 年 7 月参

加公安工作，现任陈仓公安

分局拓石派出所教导员、分

局合成作战室负责人，一级

警长。从他干刑侦的第一天

起，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干

出名堂、干出成就来。孙林

虎在工作中总是不顾个人

安危，冲锋在前，把最困难、

最危险的任务留给自己。

2017 年，在侦破一起诈骗案

时，孙林虎和另一名年轻体

壮的同志抓捕重要嫌疑人

胡某，抓捕当天天下大雨，

当犯罪嫌疑人胡某出现后，

孙林虎飞身向前将胡某死

死抱住。由于胡某吸食了冰

毒，十分亢奋，很难制伏，经

十几分钟的搏斗，孙林虎与

同事才将嫌疑人按倒在地，

瞄准机会用催泪喷射器将

嫌疑人制伏。此时，孙林虎

已是满身泥水，手和膝盖多

处碰伤。搜查时，才发现胡

某竟在皮靴中藏有一把匕

首，如果稍有差池，后果不

堪设想。

电信诈骗是近年来高

发的犯罪行为，诈骗手段多

样，犯罪组织性强，严重危

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在打击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孙林

虎克服父母年迈多病、两个

孩子幼小的家庭困难，常年

出差征战在外。2013 年在

全省率先开展对冒充公检

法诈骗犯罪的预警行动，想

方设法拓展资源，对接知名

科技公司，精准预警 10 余

万次，为上千名群众避免损

失数百万元，2022 年为群

众追赃挽损达 340 余万元。

近年来，孙林虎先后在

扫黑除恶、情报研判、合作作

战、反诈等多个业务部门工

作。他钻研新业务，不断创新

思路和工作方法，发挥着尖

刀和拳头的作用，参与分局

上千起案件侦破，组织指挥

侦破多个大要案件，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530余名。

他先后荣获全省情报系统研

判能手、全省追逃先进个人、

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先进个人等称号，先后荣立

个人二等功 1 次、个人三等

功 5 次，并入选全市公安机

关刑侦专业人才库和情报信

息分析研判专业人才库。

安保一线勇担当
——记全省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干警曹睿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

其笃行方显珍贵。从警多年

来，陇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所长曹睿始终坚守一线，不

怕苦、不怕累，用实际行动践

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用

辛勤的汗水和骄人的成绩书

写了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的

奉献之歌。

陇县城关辖区人员密集，

人员身份多样，重点特殊人群

聚集，管控难度非常大。曹睿

坚决扛起确保辖区持续安全

稳定的政治责任，按照“守土

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

要求认真工作，充分发挥安保

前沿“先锋表率”作用。在党的

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中，为了

从整体上抓好城关辖区的安

全稳定工作，曹睿 24 小时住

在单位、战斗在一线，根据辖

区地图，标注、安排、部署，从

面上统筹，点对点布控警力。

连续 1 个月坚守安保工作一

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打防结合，以防为主”

是狠抓辖区安全稳定工作的

重要举措。曹睿积极争取县

公安局党委支持，以“雪亮工

程”为依托、基础数据为骨

架、公安民警为基础、群防群

治力量为补充，建成陇县城

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数据模

型，结合城区巡防、视频监

控、日常屯警，切实构筑起

“地面有巡逻、空中有监控、

外围有卡点”的立体化治安

防控体系。同时，曹睿以身

作则，大胆推行“岗位制”

改革，创新警格网格融合工

作，这些做法在陇县公安局

得到全面推广。曹睿积极落

实县公安局“1260 重点项目

警官制”，表现突出，成了全

局学习的榜样。他积极调解

矛盾纠纷，助力稳增长，取

得显著工作成效。

2022 年 8 月 25 日，城

关镇印象陇州城市综合体项

目负责人巨永强对曹睿说，

项目下辖某部门经理冯某系

四川籍在陇县工作人员，因

户口问题，其女儿在陇入学

遇到了困难，请求帮助。曹睿

听后第一时间与项目所在片

区西大街小学取得联系，咨

询外来在陇工作人员子女入

学条件、所需资料及优惠政

策，并与冯某多次前往县教

体局、西大街小学办理相关

手续，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最

终于 9 月 1 日开学当天，给

冯某的女儿报了名。事情虽

小，却解了燃眉之急，暖了来

陇投资人员的心。

近年来，曹睿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 1 次、受到嘉奖

5 次，获评宝鸡市百杰警官、

宝鸡市“最美社区（村）警务

室民警”，被评为全省新时代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优秀校

外辅导员。

巾帼与法同行 共建幸福家庭
金台区法院等部门联合开展普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法

院联合市妇联和金台区妇联

开展以“巾帼与法同行 共建

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普法志

愿服务活动 ( 见上图），推进

妇女群众法治教育，切实增

强妇女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

权能力。

在金台区蟠龙镇妇女儿

童之家，普法志愿者通过发放

宣传彩页、摆放宣传展板、开

展现场咨询、赠送普法书籍等

方式，对《民法典》《反家庭暴

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家

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进

行了宣传。志愿者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妇女群众宣讲了在

面对婚姻危机、家庭暴力、继

承纠纷时，如何运用法律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告知妇女

群众要学习《家庭教育促进

法》，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

念，培养孩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获得

了现场妇女群众的好评。大

家纷纷表示，今后将不断学

习法律知识，在面对困境时

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就地调解促和谐
眉县法院汤峪人民法庭化解两起农村建房纠纷

本报讯 近日，眉县法院

汤峪人民法庭受理了两起农

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本

着涉农案件快审快办、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的原则，汤峪法庭

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地调解，圆

满化解纠纷。 

 原告王某在槐芽镇和汤

峪镇分别为豆某和崇某修建

了自住房，房屋已经建好大

半年时间，但工费迟迟未付。

汤峪法庭受理这两起案件

后，本着涉农案件快审快办、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展开调解。经了解，豆某和崇

某均说原告王某为其修建的

房屋存在漏水、墙皮裂缝等

问题，多次要求王某返工维

修，但王某并未采取任何措

施。法庭针对案件争议的房

屋问题向原、被告双方核实，

并现场联系维修人员，对豆

某和崇某的房屋进行定时修

缮，维修费用从原告王某的

工费中予以扣除。至此，两起

农村建房纠纷顺利化解，被

告房子得以修缮，原告工费

得以支付，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眉县法院汤峪人

民法庭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为目标，结

合审判工作，紧盯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大力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依托诉调联络工

作站，到村舍院落、田间地头

就地开庭、当庭调解、以案释

法，着力通过巡回审判打通司

法正义的“最后一公里”，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当地，维护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政法先进风采

孙林虎在合成作战室研判案件

曹睿 （中） 在辖区加油站进行安全检查

不交物业费，物业可以断水断电吗？

以案说法

现实生活中，物业服务

人与业主之间经常因交物业

费发生纠纷。物业催交应采

取通知、公告、诉讼等合理

手段，但物业服务人为了快

速、有效收物业费，有时会采

取断水、断电等极端方式，

严重影响了业主的正常生产

生活。那么，物业是否有权采

取断水断电的方式催交物业

费？请看——

案件回顾
家住我市渭滨区某小区

的业主王某，因长期对该小
区物业服务不满意，从 2021
年初至 2022 年底连续两年
拒交物业费累计 3000 余元，
物业公司多次催交无果，一
气之下采取措施对王某家停
止供水电，严重影响了王某
一家的正常生活。王某找到
物业公司负责人讨要说法，
该负责人表示，要想恢复水
电必须先交物业费，双方为

此发生争执。无奈之下，王某
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恢
复水电供应。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

条规定，业主违反约定逾期
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
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
支付 ；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
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
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物业服
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
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
物业费。

法官提醒
物业公司无权采取停水

停电等措施催交物业费，因
为水电的提供者是自来水公
司和供电局 ；供水供电合同
的当事人是业主和自来水公
司、业 主 和 供 电 局，且 自 来
水公司和供电局经法定程序
才有权终止供应水电，物业

企业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对业
主断水断电。业主应当按照
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
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
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
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
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
支付物业费。

麟游法院：

送书上门情暖老党员

本报讯 “闫师傅，您最

近身体还好吗？我们给您带

了几本学习资料……”近日，

麟游县人民法院党支部的同

志来到退休老党员闫林玉家

中，送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学

习辅导百问》《中国共产党章

程》等书籍资料，确保退休老

党员在学习上“不漏课”、精

神上“不掉队”。

近期，麟游县人民法院组

织开展“送书上门”活动。活动

中，法院党支部干警为老党员

送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

导百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

县委全委会、全县“两会”精神

等学习资料，并与他们亲切交

谈，倾听他们对人民法院党建

工作的意见建议，鼓励老党员

积极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持续关心支持麟游各项事

业发展进步。

老党员们表示，非常感

谢组织的关怀，今后将更加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时

刻牢记党员身份，努力起到

表率作用，在深刻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同时，把

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宣传给

更多人。

 开展此次“送书上门”活

动，不仅让老党员紧跟时代

步伐“同步学习”，也为老党

员带去了组织的政治关怀。

在以后的工作中，麟游法院

将结合实际，更好地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优化学习思维，

创新学习方式，实现学习教

育全覆盖，进一步增强凝聚

力、向心力。

法院干警给老党员送上学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