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333热线是党和政府与群
众之间架起的一座 ‘连心桥’，咨
询员就是群众的‘知心人’，通过
我们的声音， 及时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传递给群众。 ”北控智慧城市
所属企业北京北控电信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智能科技事业部———
北京市人力社保12333热线电话
咨询员、班长孟军俏说。

从2013年7月进入人力社保
12333热线工作至今，孟军俏已经
在咨询员这个岗位上工作了7年。
2020年9月 ，她获得“北京市优秀
共产党员”和“北京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有一次， 李阿姨因为看病报
销的问题拨通12333电话。 李阿姨
满心愁苦地对孟军俏说， 她常年
疾病缠身， 目前门诊和住院的报
销费都已经超额 ， 现在每天省
吃俭用也不足以维持生活，家里
只有她一个人， 以后的日子都不
知道该怎么过了。 李阿姨一边说
一边难过地哭了起来。 孟军俏听
完劝慰李阿姨说：“您别着急，我
特别理解您的困境。您放心，北京
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经有一项

大病保险报销政策， 可以享受再
次报销。 ”随后，她详细为李阿姨
讲解了报销程序、起付标准以及
报销范围 ， 并告诉李阿姨审核

的具体时间。李阿姨听了之后，高
兴地对孟军俏说：“谢谢你， 谢谢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

张先生是一位在工地上班的
农民工， 本就腰腿不好的他一直
努力干活， 但辛苦的付出却没有
及时得到回报， 眼看着家里用钱
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急，老板
却迟迟不发工资。 在情绪非常激
动的情况下， 张先生拨通了热线
电话，并扬言如果再不解决，就打
砸老板车辆制造影响。 孟军俏先
是安抚了一下他激动的情绪，对
他说：“先生，您别着急。拖欠农民
工工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党和
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和整治，您
可以直接去管辖区的劳动监察部
门进行投诉， 他们会积极协助您
维护权益的。 但是，我提醒您，我
们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不是为
了发泄私愤， 如果您打砸了他的

车辆，就是破坏他人财物，是违法
行为，不但帮不到自己，反而会害
了自己，请您一定要冷静。 ”张先
生听了之后， 情绪慢慢缓和了下
来，感激地说：“谢谢你的提醒，刚
才是我犯糊涂了。 ”

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市围绕
复工复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社保
缴纳优惠政策和措施。一次，孟军
俏接到一位企业人事经理范某的
来电， 范某所在的企业目前还没
有复工， 但职工工资需要在本月
月底前支付， 企业资金上存在困
难，想尽快申请退费。孟军俏根据
最新的退费政策给予了细致的解
答，并指导范某顺利提交了信息。

工作中，孟军俏体会到，作为
一名党员， 只有满腔的热忱是远
远不够的， 还必须拥有过硬的能
力素质。人力社保政策种类多、敏
感性强、 覆盖面广、 利益关联度

高，如果不具备扎实、过硬的专业
知识和素养， 是无法承担咨询任
务的。为了不断学习新政策、新知
识，提高胜任本职、服务群众的能
力和水平，7年多来， 她累计撰写
工作笔记7大本100多万字， 收集
整理各类卡片5000余张， 提供电
话咨询服务17万余件， 她所在班
多次在12333热线组织的技能比
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孟军俏家住天津蓟县， 儿子
刚两岁。 疫情防控期间，12333热
线来电量剧增， 为了坚持到岗工
作，她克服困难，连续两个多月没
离开北京,没有见到儿子。 每次想
儿子， 她只能通过视频和儿子聊
天， 每次儿子都会用小手敲打着
屏幕， 哭着说：“妈妈， 外面有病
毒，你赶快回来吧，我想你！ ”每次
孟军俏都是将泪水吞进肚子里，
安慰孩子后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从警31年， 他与案件打交道
26年。 从预审办案到法制批案，
他坚持秉公执法、 尊重事实、 尊
重法律， 用法治精神捍卫公平正
义， 将执法公正、 服务人民的铮
铮誓言融入每一起案件审核。 迄
今经他手的案件上万起， 大案、
要案上百起， 每起案件都称得上
“铁案”。 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不会让坏人得逞， 也绝不冤枉
好人”。 他就是曾荣立个人三等
功3次， 个人嘉奖9次的东城分局
法制支队副支队长李焱晶。

圆“英雄梦”
从“门外汉”到办案行家

从上学时， 李焱晶有个兴趣
爱好 ， 喜欢破案小说和法制文
学， 《施公案》 《包公案》 《狄
公案》 《海公案》 ……游历于正
义与邪恶交锋的文字中， 那些惩
恶扬善、 最具张力又最能直击和
穿透人心的东西潜移默化地催生
了李焱晶的 “英雄梦”。

怀揣着对法律和公平正义的
信仰， 李焱晶义无反顾的加入了
首都公安队伍。 1994年， 李焱晶
如愿报名加入预审队伍， 之后便
一 头 扎 进 预 审 业 务 学 习 和 案
件 审 理中 。 面对高标准的业务
考验， 他没有退缩， 而是主动加
班加点， 白天跟着老同志学、 做
好笔记， 晚上查阅资料、 熟悉消
化， 为了尽快将掌握的法律知识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他常常利用
周末休息时间到基层派出所了解
案件办理情况。 就这样， 短短几
个月时间， 他已能熟练办理案件
审核工作， 他的拼搏努力受到了
领导的肯定， 大队同事的认可。

学如弓弩， 才如箭簇， 在成
绩之外， 李焱晶更多的是不满足
和持续努力。 他把坚持学习当作
提升个人工作能力的必要条件和
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食粮。 业余
时间中 ， 他自学 《行政法学 》
《行政诉讼法》 等公共管理和日
常业务相关书籍， 也主动参加培
训， 不断给自己充电。 “每个月
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法律法

规出现， 我们如果不学习， 很快
就会被新的法律、 新的执法环境
所抛弃。” 李焱晶说。

正如李焱晶所言， 从事预审
工作13年间， 他办理案件3000多
起 ， 每一起案件都是 “铁案 ”；
在上百本案卷中剥茧抽丝， 卷宗
堆到几米高， 案卷材料都是 “样
本卷”。

专啃 “硬骨头”
用法治思维解决疑难问题

在警队， 大家都知道法制工
作来不得半点含糊， 作为一名法
制工作者更要 “守得住清贫、 耐
得住寂寞”。 李焱晶说： “法制
工作需要精深的法律知识和广泛
的业务知识储备， 有时研究业务
知识， 一坐可能就是一天一宿。”

凭着对案件的钻劲儿， 李焱
晶从一名普通法制民警一步步升
任至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承担着
越来越多的疑难复杂案件审核工
作 。 在同事眼中他工作极其严
谨， 对案件极其 “较真儿”； 在
领导眼中他让人踏实放心， 当感
觉案子拿不下来的时候， 只要移
交给他， 案件总能找到突破口。

去年， 3个诈骗团伙在东城

区利用虚假字画进行诈骗， 涉案
人员众多、 金额巨大、 手段方式
恶劣， 严重影响首都社会秩序和
旅游业形象。 在侦办过程中， 案
件一度陷入困境， 李焱晶围绕案
情找出问题难点和应对办法， 从
行动安排、 现场取证到后期刑事
拘留全程介入， 给办案人员提供
侦查方向和思路。

李焱晶坦言， 公安法制工作
可以说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它
肩负着监督、 指导、 规范机关程
序合法的办案。 一个案子一个违
法犯罪嫌疑人 ， 是行拘还是刑
拘， 适用哪条法规都是严谨的。
只有这样才能杜绝错案、 冤案，
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案子的办理需要抽丝剥
茧， 充分运用法律， 找准相关条
文， 从复杂的案情中找到有效的
证据点 ， 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
法。 由于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多，
需要对证据的收集、 法律的解释
做到统一审核、 统一出口。” 李
焱晶说。 法制支队就是要做好这
个抽丝剥茧的角色。 对办案部门
进行统一指导、 统一要求。 作为
案审部门， 就是着重做这个事，
统一证据标准， 统一进行审核把
关。 这些年办理的关注度高、 影

响大的案件， 给李焱晶的法制之
路留下了很多记忆深刻的瞬间。

“难忘的或许不是案件本身，
而是通过一个个案件办理， 实现
公平正义的过程。 ”李焱晶说。

24小时在线
成为办案民警的“定心丸”

从事法制工作13年来， 李焱
晶的手机保持着365天每天24小
时开机状态， 即便是结束了一天
的工作， 刚到家只要接到单位电
话， 只要办案单位有需要， 他都
会毫不犹豫直奔到现场答疑解
惑 。 仅去年 ， 他就指导审批了
4000余起行政案件、 2000余起刑
事案件， 到现场指导疑难复杂案
事件230余件。

庞大的工作量背后是辛勤的
付出， 尤其在处理重大、 疑难、
复杂案事件时， 他总是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 与办案单位一起从案
件定性、 取证方向、 怎样及时全
面收集固定证据、 侦查对策等各
方面予以指导， 手把手培训、 面
对面授课， 有时一天就要介入指
导十几起案事件， 奔波于各办案
单位之间。 无数个白天， 他看卷
宗看得肩酸背痛， 但一个电话，

他就会马上赶到办案现场； 无数
个夜晚， 只要民警有疑惑， 他都
会耐心解释， 有时一讲就是两个
小时。 李焱晶说： “干法制工作
就是要在民警办案遇到困难时能
够 ‘指点迷津 ’ ， 成为他们的
‘定心丸’。”

步履“不停歇”
执法办案路上辟新径

在法制支队工作期间， 李焱
晶先后分管过收案审批、 案件审
核、 执法监督等工作， 亲身经历
了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深入推
进、 侦审一体化改革落地实施、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筹建、 正式运
行等各阶段。

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
他成为了一名严格公正、 规范执
法的 “全能人才”。 开展收案审
批时， 他严把案件 “入口” 关，
紧盯执法源头每一个 “瑕疵 ”，
指导办案单位及时予以纠正和弥
补， 最大限度确保每一起案件都
是 “合格产品”。 针对基层办案
中遇到的难点、 热点问题， 研究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适用指导意
见， 为执法源头保驾护航。 开展
案件审核时 ， 他坚持严控 “出
口”， 建立案件审核新机制、 一
般案件及时联系沟通机制、 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提前沟通定期定点
会商机制、 刑事案件执法质量联
席会议制度、 与派驻检察室沟通
机制等一系列机制制度， 实现打
击力度和效能双提升。 开展执法
监督时， 他将规范执法顶层设计
与重点项目督导相结合、 执法问
题整治与长效机制建设相结合、
对事对案监督与对人奖惩相结
合 ， 建立问题发现 、 通报 、 会
商、 整改、 追责 “五位一体” 监
督管理机制， 有效提升了队伍执
法规范化水平。

身为公安法制人， 30年的从
警岁月染白了李焱晶的头发， 对
法律的信仰却从未动摇， 他以一
腔赤诚始终如一地践行着他从警
的铮铮誓言， 默默为之坚守， 书
写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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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把每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记东城公安分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李焱晶

孟军俏：做群众“知心人” 传递党的“好声音”
□本报记者 马超

工作中的李焱晶（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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