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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李羽征：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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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一下， 半个小时后出
发，开展执法巡查。”刚从密云水
库综合执法大队开会回来， 水上
分队队长崔小军就马上布置了接
下来的临时执法行动， 当时已是
上午10点多， 按每次巡查至少三
到四个小时算， 在不出现任何意
外的情况下， 当天执法任务最快
也要在下午两点钟完成。“时下已
是秋天， 但正午的水库中央在阳
光直晒和湖面反光的作用下，依
然会晒得人睁不开眼。”崔小军叮
嘱队员们带好水和压缩饼干等食
物，做好了“持续战斗”的准备。崔
小军说：“在密云水库上执法就是
雷霆执法，依法执法，严格落实，
容不得半点马虎。 这就是我们保
水人的职责。”

角色变化， 从严执法信
念不变

2020年10月， 崔小军从密云
区果园街道综合执法队调至密云
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工作， 担任水
上分队队长职务。“同样是执法工
作，但执法内容不同，涉及相关法
律法规也需要从头学起。”崔小军
告诉记者，刚到密云水库来，他一
方面抓紧学习业务知识， 另一方
面花功夫熟悉工作环境。“密云水
库面积188平方公里， 沟岔较多，
执法环境非常复杂。 哪里有暗礁
石块，哪里树多密集，都需要仔细
看过才知道。”为此，崔小军坚持
每天跟队员们一起执法巡查，甚
至尽可能给自己安排更多工作，
以便快速熟悉环境并融入到工作
中来。

2021年5月的一天，天下着蒙
蒙细雨， 崔小军和队员们在不老
屯镇董各庄村南近水地带的杂草
丛中发现了疑似电鱼用的工具。
“根据执法经验，我果断判断出附
近有人从事非法电鱼。” 于是，崔

小军和队员们就地蹲守。 雨水肆
意地拍打脸颊，打湿衣衫，他们没
有丝毫动摇，硬是从下午2点蹲守
到凌晨12点， 最终成功将犯罪嫌
疑人抓获。 崔小军立即报请大队
启动行刑衔接程序，最终涉案5人
全都得到了应有惩罚。

这是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成立
以来查获的首个违法电鱼团伙
案， 不仅给大队执法办案提供了
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而且对违法
分子形成了震慑。

“事实上，水上分队的工作比
城区内综合执法要更辛苦。”崔小
军告诉记者，春天，他们与违法分
子斗智斗勇， 一守就到了三更半
夜；夏天，顶着烈日挥汗如雨，一
晒就是整个白天；秋天，开库捕捞
期开展执法检查， 一查就是昼夜
不息； 冬天迎着凌冽寒风冰上巡
检， 一走就是三五公里。“苦点累
点都不算什么， 最委屈的还是违
法分子拨打热线无理投诉， 违法
钓鱼却要求归还鱼竿和罚款，否
则绝不撤销投诉。” 崔小军说，作
为执法人员，他和团队无愧于心，
愿意接受群众的任何监督。

恪尽职守， 公仆心始终
如一

2021年夏天， 北京地区降雨
不断， 密云水库水位持续突破新
高， 面对水上分队办公场所随时
被淹的严峻形势， 崔小军第一时
间上报大队，提请搬离。在接到区
委区政府的搬迁指示后， 他们一
刻都不敢停留， 迅速组织队员开
始搬迁。为了节省时间，崔小军安
排两个分队轮流交替， 自己却连
续奋战，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搬离刚结束， 他们又紧锣密
鼓得投入到了新办公用房的装修
工作中。 白天协调修缮水上分队
新址、建设新码头，晚上带领队员

巡查执法， 保障了库区环境秩序
安全。经过40天的连续奋战，水上
分队终于搬进了新家， 队员们有
了一个安全、整洁的办公室。

作为水上分队的队长， 崔小
军肩负着188平方公里水域面的
行政执法和渔业安全生产管理的
光荣职责。2021年，他带领水上分
队应用无人船、 无人机等智能设
备对库区开展全方位、全天候、全
覆盖监管，立案20余起，强化科技
保水；在执法的同时，加强对渔民
的保水宣传教育，规范捕捞行为，
强化安全意识，推动全民保水；去
年5月，一团伙非法电鱼案就是崔
小军联合不老屯分队一起破获
的。同时，在这一年的密云水库安

全整治百日行动期间， 水上分队
对水库及上游主要河道开展了全
方位、全覆盖、地毯式大排查、大
整治，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300余
人次，车辆79余次，船只30余次，
立案63起，罚款3.75万元，形成了
依法保水的高压态势。污水溢流、
垃圾乱倒、养殖放牧、河道挖沙取
土、 使用非法网具等十项问题得
到有效治理，实现“八无”目标，打
造了优良的库区水生态环境。

“干一行，爱一行。无论是城
管执法还是水库执法， 我始终牢
记自己是一名公务员。” 崔小军
说。耐得平淡、舍得付出，崔小军
用心血和汗水诠释了一名人民公
仆的初心和使命。

科技保水， 交出人民满
意答卷

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地表饮
用水源地、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是首都市民的无价之宝。 为了保
证首都人民喝上放心水， 崔小军
一年365天每天坚守在库区一线，
他周末没休息过、没休过假。

“身为密云人，我拥有刻在骨
子里的保水情怀。”崔小军告诉记
者， 今年8月12日起至10月10日，
密云区再次启动 “密云水库安全
整治百日行动”，水上分队将对密
云水库155米高程围网以内区域
开展地毯式大排查， 重点查处翻
越、 破坏围网， 非法进入库区捕
捞、钓鱼等各类涉水违法行为。

今年密云水库安全整治百日
行动采用多种科技手段，依托“水
陆空”三位一体数字化保水平台，
以无人机飞检、无人船巡检等“非
现场”执法手段，对密云水库库区
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把脉问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密云
水库高水位运行以来， 崔小军和
队员们的执法难度更大了， 执法
频次更密集了， 在与陆地执法队
伍相互配合下，采用陆地堵、水上
赶的方式， 有效遏制了涉水违法
行为。今年截至8月底，崔小军带
领水上分队共计出动车次454次，
出动人次3794人次，出动船次450
次，清退钓鱼、游泳、游人146人，
切实保障了密云水库水源安全。

汗水践行初心， 实干笃定前
行。崔小军夙夜在公，砥砺前行，
只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不悔誓
言 。2022年 8月 ， 崔小军被评为
2022年度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 ”，说起对于 “人民满意 ”的理
解， 崔小军说，“用实际行动守护
好密云水库， 就是我要交付给人
民的满意答卷。”

“基层工作就是要真真切切
地解决实际问题， 来不得半点虚
的。”说这话的人叫李羽征，海淀
区中关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
队长。在队里，李羽征主要负责辖
区拆违和联合执法工作。 加入城
管队伍已11年的他，始终坚持“多
问 、多想 、多做 ”的工作作风 ，用
“三个主动”做到沾边就办，用“三
个及时”做到让群众放心满意。

5年前，辖区内三才堂铁路宿
舍平房区私搭乱建、堆物堆料、占
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严
重阻塞消防通道， 影响居民的生
活环境。2017年12月，中关村街道
办事处成立了三才堂平房区整治
组。作为整治组骨干，李羽征主动
担当，深入社区，询问并记录每一
户详细情况和具体诉求。 通过实
地考察、翻阅资料，并结合实际数
据绘制了平房区现有的平面图纸
以及规划设计图。 李羽征拿着图
纸一家一户地去讲、去宣传，最后
平房区大大小小几十处违建得到
了平稳拆除。之后，为了居民生活
更方便、更舒心，李羽征还和社区
一同规划设置了便民服务菜店、
公共活动区。 现在的三才堂平房
区周边环境秩序已明显改变。

如今， 每次巡查路过三才堂

平房区，李羽征都会更加坚定：要
设身处地地去为百姓多想一点，
把群众的不便之处想在前面，这
样就能多做一点， 做得也更称心
如意一点。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李羽征明
白，一个基层人员的所有工作，最

后都要落到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首先是多问，问明白事情的由来、
根源；其次就是多想，多角度进行
综合判断，寻找突破口；最后是多
做，多途径，多方协调、配合，最终
解决问题。

去年7月，不少居民投诉恒兴

大厦内存在安全隐患。 李羽征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后， 通过对大厦
内商户的执法检查、 住户的走访
调查以及对物业负责人的询问，
发现确实有公司存在违规仓储、
异地经营、私占消防通道等问题，
这些问题威胁着楼内居民的人身
安全， 有些住户甚至不得不在外
租房，所以当时李羽征就想：必须
及时、彻底解决这些安全问题。通
过联合中关村派出所、市场所、卫
生监督站、 街道防火科等多部门
与物业管理公司召开研讨会，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集思
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最
后制定了详细的搬迁、整改方案，
并通过社区下发了 《关于排除恒
兴大厦安全隐患告知书》。经过两
个月的协同集中整治， 楼内秩序
得到了极大改善， 居民的居住品
质得到了明显地提升， 获得了业
主的一致好评。

疫情之初， 李羽征深入社区
做好值守工作， 尤其在疫情严重
时， 维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 社
区卡口值守、 运送防疫物资……
说包片社区是李羽征第二个家一
点也不为过。 李羽征负责的包片
社区里有六座商务楼宇， 为了楼
宇里近3000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
他时刻都攒着劲， 积极与物业建
立起紧密的防疫联动机制， 结合
实际情况找准防控重点， 有条不
紊地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作
为中关村街道疫情转运战时党支
部执法队小组长， 李羽征7天24
小时无休待命， 共计转运360余
次， 涉及管控人员累计7200余人
次， 始终努力做到守土有责、 守
土尽责。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科学
精准，复工复产企业日益增多，李
羽征肩头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
他内心却充满了喜悦。 在李羽征
看来， 和人民的生活恢复正轨相
比，肩头的担子再重也不足挂齿。

作为一线执法者 ， 严格执
法、 精细化管理是本职， 但李羽
征也时常告诉自己， 多帮一把、
多提醒一句、 多劝说一次， 群众
就多份理解， 执法也会慢慢深入
人心。

密云水库上的“雷霆保水人”
———记2022年度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崔小军

“基层工作就是真切解决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