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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警方：

联动机制“会诊”邻里矛盾显效果

□记者 陈军强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

水安全 ，近日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第
四检察部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开展了直饮水

联合检查行动 ，对祥瑞花园 、阳光花
园 、锦园小区 、普罗旺斯小区等安装
的直饮水机进行了联合排查 。

此前， 该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辖
区内不少小区安装了直饮水机，它因方

便快捷、价格低廉，深受社区居民青睐，
极大方便了社区居民饮水需求。 然而，
其作为公共饮水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直
饮水机设备的日常维护是否规范、滤芯
是否严格定期更换、水质检测是否达标
等方面却存在着日常监管的缺失。

经现场调查 ，经营者未在卫生计
生部门以及工商登记部门进行登记 ，
未办理相关行政许可 ，周边环境比较
脏乱 ，未定期更换过滤零件 ，未张贴
有关水质检测报告 、从业人员健康证

等必备卫生要件 ， 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 。

为了让人民群众喝上真正符合

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放心水 ”，近日 ，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召开关

于直饮水机卫生安全问题听证会 ，并
分别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对辖
区内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直饮水

机经营者依法查处 ；加强与卫生监督
部门协调配合 ， 切实依法履行职责 ，
做好直饮水机用水安全的监督管理

工作 。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将充分发挥公益

诉讼监督职能， 践行检察机关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
职尽责，加强对直饮水机用水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能
喝上干净水、放心水，为人民群众饮用水
安全提供坚强有力的检察保障。 ③9

□记者 陈军强

本报讯 近日 ，鹿邑县法院
立案庭收到鹿邑某置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七个网

上立案申请 ，立案庭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对案件进行了审查 ，
法官将七个涉企案件捆绑成

系列案 ，当天分案给同一名员
额法官进行审理 ，不仅方便案
件审理 ， 而且提高了办案速
度。

今年以来， 为着力优化营
商环境， 鹿邑县人民法院在办
理涉企案件过程中按照 “优先

立案 、优先送达 、优先调解 、优
先审理、 优先执行” 全流程加
速， 并在各个流程节点均作了
指引要求 ，保障涉企案件 “立 、
审、执”绿色通道落实到位。

立案庭作为服务企业的

“第一窗口”，立足工作实际，不
断完善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功

能， 涉企案件 100%网上立案，
今年以来共立涉企案件 2293
件， 立案周期由 7 天缩短为 1
天， 有力保障和服务企业健康
发展， 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对
司法服务的获得感、 满意度不
断提升。 ③9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近日，由项城市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聂某格诈骗一案获判。
项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聂某格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十万元； 追缴被告人聂某格
违法所得款 2238841.94 元， 并退还 7
名被害人， 扣押的假房屋所有权证予
以销毁。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0 年 4 月至
8 月， 被告人聂某格虚构做生意卖品
牌鞋服的事实， 以自己伪造的多本房
屋所有权证书作抵押，以部分还款、高
息及分红的方式骗取受害人信任，陆
续向同村邻居及朋友共 7 人 “借款”，
从 23 万元到 48 万元不等， 共计骗取
人民币 2238841.94 元。 聂某格在骗得
钱款后驾车逃至外地，将车辆遗弃，同
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微信及支付宝
账号全部更换。被抓获后，拒不供认涉
嫌的犯罪事实。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聂某格对判

决不服 ， 上诉至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依
法裁定：一审判决无误，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检察官感言：本案被告人聂某格
虚构做生意的事实，以自己伪造的房
屋所有权证作抵押，以高息及分红的
方式骗取同村人或关系较好的朋友

的信任 ， 多次以借款为名行诈骗之
实， 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切身利益。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犯罪分子往
往会以高息 、分红利诱 ，并虚构自身
有资产有生意经营的虚假事实，吸引
出借人借钱。 大家应该谨记，不贪便
宜就不会上当受骗 ， 要警惕高息分
红、夸大实力的 “借款 ”行为 ，在高息
背后往往存在着巨大风险，不规范的
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 。 因
此， 大家一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
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③9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
邻”，邻里关系处好了，胜过亲人，但
要是处不好，因“鸡毛蒜皮”的小事
邻里间也会大打出手。近日，项城市
公安局水寨派出所充分运用 “一村
一警（格）一员一连+N”联动机制，
成功化解水寨办事处西关社区一起

长达两年的群众矛盾纠纷， 让一对
老姐妹握手言和、冰释前嫌，一时间
在当地传为佳话。

今年 69 岁的于某某家庭困难，
丈夫患有脑梗，行动不便，仅靠她维
修锅底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胡某某
家境贫寒，丈夫长期在外打工，从事
蔬菜售卖的她常常凌晨起床前往集

市进菜。二人间产生矛盾的起因其实

很简单：由于每天要早起进菜，胡某
某每天中午有午休的习惯，而于某某
修锅会发出噪音，胡某某认为于某某
是有意为之，影响其休息，耽误其生
意。 二人起初常因此事斗嘴抬杠。 后
来，胡某某怀疑于某某乘其不在摊位
之时偷拿蔬菜，于是矛盾升级，经常
在水寨农贸市场大吵大闹，并时常伴
有肢体冲突， 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
也给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

扰。虽经水寨派出所与社区工作人员
多次协调，但二人积怨已深，仍旧冲
突不断。

自项城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万
东伟对全市“一村一警（格）一员一
连+N” 联动机制建设强力推进后，
水寨派出所将该工作机制融入基层

公安工作全过程， 贯穿矛盾化解工

作各方面，加强源头治理，强化对群
众矛盾的问题探究， 力争从源头上
理清群众矛盾冲突问题的来龙去

脉。 水寨派出所所长韩莉带队进入
社区，对于某某、胡某某二人问题进
行走访调查， 多次与社区人员对接
探讨化解二人恩怨的切入点， 最终
确立了以二人多年邻居关系为工作

基点， 找到了化解二人矛盾纠纷的
突破口。

2021年 12 月 23 日下午， 水寨
办事处西关社区书记兼民兵连连长

李玫、 社区人民调解员马明兰和法
律顾问来到水寨派出所人民调解

室，在所长韩莉、社区责任民警王建
的陪同下共同开展对于某某、 胡某
某二人的矛盾化解工作。 多方调解
员从“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着

手，对二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
之以利，讲法律、摆事实、论依据、谈
后果，使于某某、胡某某二人真心认
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当场泪流满
面、后悔万分，最终冰释前嫌、握手
言和。 二人表示，今后生活中将会互
帮互助， 共同维护西关社区的和谐
稳定。

下一步，水寨派出所将健全“一
村一警（格）一员一连+N”联动机制
建设， 在此基础上明确公安派出所
工作新方向， 创建公安基层群众工
作的新模式， 探索调解群众矛盾纠
纷的新出路， 积聚化解基层治安问
题的新优势，确保“一村一警（格）一
员一连+N”联动机制建设工作取得
新成效， 为建设平安项城作出新贡
献。 ③9

谎称做生意伪造房本作抵押诈骗二百余万元

聂某格获刑十四年
鹿邑法院：

涉企案件实现当天 100%立案

以案说法

淮阳区检察院：

监督整治直饮水市场 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