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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当记者来到市人民检
察院林维国所在的科室时，映入
眼帘的是办公桌上的一片“狼
藉”，他一边收拾桌上的办公用
品，一边笑着说道：“案子有点
多，不好意思啊。”

林维国，市人民检察院检委
会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从检
14年，这位 80后检察官一直坚持
扎根检察一线，牢牢守护着社会
公平、公正的“最后防线”。而他
也凭借十年如一日认真的工作态
度、正直刚毅的处事风格、和善
温暖的性格获得“拼命三郎”“铁
面御史”“柔情暖男”等诸多“外
号”。

作为科室负责人，林维国每
天白天都需要处理沟通协调、调
查审讯、上庭驳辩，以及繁杂的
日常工作。直到夜幕降临，他才
有时间仔细查阅和梳理手头的案
卷，加班到深夜更是常态。

“几乎每晚，林主任的办公室
都是最晚关灯的。比起我们，他

才更像是大楼的守护者。”市人民
检察院门卫说。

作为公诉队伍的中坚力量，
他也常被领导“点将”办理一些
重大复杂案件。两年来，他总共
负责大大小小案件近 300件。面
对堆积如山的卷宗和错综复杂的
案件疑点，林维国靠着对检察事
业的那份“为正义发声，向邪恶
宣战”的初衷和情怀坚守着。

在监所检察岗工作的 1年半
时间，林维国认真开展社区矫正
和驻所检察监督工作，共监督收
监执行 20余人，纠正办案人员、
监管人员违规执法 10余人，确保
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和看守所监管
秩序稳定。

在牵头办理最高检、公安部
联合督办的郑官顺涉黑案的过程
中，林维国凭借职业嗅觉，深挖
背后保护伞，向市监察委移送职
务犯罪、违法案件线索 20多人。
另外，在最近办理的一起六合彩
赌博案中，他挖出长期盘踞玉环

的六合彩赌博犯罪组织，涉案人
员上百人，涉案金额上亿元，通
过立案监管、追诉60余人。

“在办案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
阻力。但作为一名检察官，我觉
得对每一起案子都应追查到底，
维护百姓合法权益。”林维国说。

法律无情人有情，在平常办
案过程中，林维国经常遇到家庭
情况较为困难的嫌疑人家属或被
害人家属。

“林主任经常会发动募捐，希
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能够
帮助有困难的他们。”同事杨刚建
告诉记者。

据介绍，在此前办理的一起
六合彩赌博案中，犯罪嫌疑人陈
某哭着说自己因无知触犯了法
律，愿意认罪认罚，希望检察官
能够从轻处理，因为自己一旦坐
牢，老公瘫痪在家无人照顾，孩
子从小体弱多病，患有链球菌感
染，到时候一家老小可怎么办？

提审结束后，林维国当即联

系犯罪嫌疑人村居了解情况，发
现确实如陈某所说。了解情况
后，林维国当即发动自己科室的
同事捐款帮助陈某儿子：“我想为
她儿子募捐点学费，有人加入
吗？”“我愿意捐助！”“我也愿
意！”“算我一份！”……就这样，
短短半天就募得了2800元。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我
市设立多个防疫集中隔离点，需
要大量志愿者支援。通知下达
后，林维国第一时间报名，并告
知同科室另两位女同事 “上战线
的事交给我们‘男兵’就好了。”

“林主任不管在工作、生活中
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时
常告诫我们‘办案子更是办别人
的人生’，这句话给我们年轻检察
官很大的启发。”同事赵海鹏说
道。 吕琼雅王凌轩 林珑

台州市十佳政法干警林维国：

刚毅与拼命兼济的暖调检察官

从今年6月1日起，全国将开
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依法查纠电动车骑乘人员不戴头
盔的行为。通知发出后，各地电
动车头盔的价格一夜之间疯狂暴
涨，成了抢手货，记者走访我市
各大电动车卖场，发现虽然电动
车头盔价钱上涨，但我市头盔市
场还算平稳。

在玉兴东路的一家电动车卖
场，店内摆放的头盔只有零星几
个。卖场经销商陈女士告诉记
者，当她联系批发商进货时，对
方却告诉自己，价格有所变动，

“以前 10 元一顶的头盔，现在
20、30元地涨，基本上一天一个
价，都不知道该不该进货了。”

头盔进货难的问题也困扰着
电动车经营户谢女士。据她介
绍，原本购买电动车都要赠送一
个头盔的，现在店里的头盔数已
经远远少于电动车，想进货却被
厂家告知没货了，购买头盔的人
不多，但价格上涨、进货难让谢
女士有些摸不着头脑。

记者走访多家电动车卖场，
经销商们几乎都遇上了同样的问
题。现在的市场可谓是“一盔难

求”，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头盔变
得这么抢手呢？知情人士表示，
自从公安部分发布“一盔一带”
开始，大量黄牛前往温州乐清市
的一处头盔产业聚集地进行屯
货，想借机哄抬价格，牟取暴
利，这才导致头盔市场失衡。

与线下实体店相比，线上的
头盔货源充足，但价格却高的离
谱。一家销售量排名靠前的淘宝
店内，原本 19.9元一个的电动车
头盔涨至99元，直接翻了5倍。

还有一些电动车车主选择购
买工地使用的安全帽来充当电动

车安全头盔，却未曾想，工地安
全帽的价格也翻翻。原本十多元
的安全帽涨至三十多元。对此，
楚门交警中队指导员杨国正表
示，安全帽只能对头顶起到防护
作用，不能很好保护头部的后方
与其他部位，因此安全帽并不能
替代电动车头盔。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
价格上涨，我市头盔市场相对平
稳。这还得益于几年前，我市交
警部门大力整治不戴头盔，我市
的电动车车主基本都配备了头盔。

李藏露刘志华

交通新规催热头盔买卖
虽价格疯涨对玉环市场影响不大

近日，玉环警方接到了一起
报警，一位市民称自己在清港湫
涛路，亲眼目睹了一老人被一辆
红色轿车撞倒，肇事车辆逃逸现
场。然而随着交警部门的调查介
入，剧情竟然出现了反转。

接到报警后，民警火速赶到
现场，发现这名老人仍躺在马路
中间的双黄线上，手推车也倒在
一旁，里面的废品散落一地。此
时夜色渐浓，围观群众越来越
多，不少车辆见况慌忙减速，变
道避让，看着十分危险。

“当时老人的头部除了少许血
迹之外，身上并无其他受伤地

方，我们闻到他身上有很浓烈的
酒味，人已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
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清港
中队民警方直平说道。

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神情
呆滞、言语模糊，对于是不是被
车撞了也是一问三不知。其中一
位群众主动站出来，表示自己亲
眼目睹了事情经过，“老人走得好
好的，有辆红色轿车驶过来，把
他撞倒在地，车主在路边停了一
会，却没下车。”

正当这位目击证人描述得有
板有眼之际，现场另一位证人跳
出来发表了不同意见，称老人是

自己坐在推车上摔倒的。
截然相反的两种“目击证

词”，让现场陷入了僵局。
民警方直平说，通过现场分

析，没有发现明显的碰撞痕迹和
刹车痕迹。为了查找事实真相，
他们兵分两路，一组人员送老人
就医，另外一组人员则调取沿线
的监控视频。

记者从监控视频中看到，当
晚19时34分，老人推着手推车在
湫涛路上前行，突然在路中间停
下来，坐上车，一番手舞足蹈
后，由于重心不稳，手推车向后
倾倒，老人被重重摔到地上。这

时，恰巧有一辆红色轿车经过，
并在路旁停留了一会。

“附近群众可能受视线影响，
以为是交通事故，所以向我们报
了警，后来经了解是老人自己酒
醉倒在地上，根本谈不上肇事逃
逸。”民警方直平说道。

据了解，老人来自贵州，今
年 57 岁，平时靠捡废品维持生
活。当晚他喝了一整瓶白酒，推
车回家路上酒劲上头，才有了躺
在马路中间，被误会撞车的闹
剧。经医院检查后，老人身体并
无大碍，当晚就被民警送回了家。

张莺莺 徐红漫曹仙芝

红色轿车肇事逃逸反转
原来是醉汉把自己“放倒了”

台州市十佳政法干警

井盖破损存隐患，立即更换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 大麦屿街道大顺路 133

号门口的机动车道，该处有2个方形的井盖破裂，存在安全隐患，建
议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大麦屿街道办事处回复：经现场勘查你反映的情况属实。相关科
室工作人员已安排相关人员对破裂2个方形的综合通信管道井盖进行
更换，目前已更换完毕。

僵尸车占用停车位，依法处理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坎门街道海港小区65幢

附近的绿化带旁边的公共停车位内，有一辆黑色北京现代僵尸车停放
在该处，此情况已有半年，占用公共资源，要求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我单位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勘查，海港小
区 65幢栋附近确有停放一辆黑色北京现代车（车牌号：浙 JKT292）
停放该处。后执法人员联系交警部门，但查询不到车主信息，且车辆
到达报废年限。故现场粘贴通知单，限10天内驶离此车，逾期会将车
转移至其他场所。

无业证明相关材料如何办理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其社保参保在台州市

级，现与其妻子居住在玉环市，其表示其妻子生育后其欲进行生育医
疗费用申领，需提供女方无业证明相关材料，现咨询该材料应前往哪
个部门进行办理。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需带上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2
寸照片一张，户口本，前往解放塘农场的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人社窗口
办理。如果查询情况属实，将现场办一本就业创业证给您妻子。

售卖假烟，依法予以处理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经济开发区南浦路某大

楼内小卖部，存在售卖假烟草的情况，建议相关部门排查。
市烟草局回复：我局市场管理员前往该便利店经营场所实施检

查，现场出示执法证件及告知相关法律法规。经现场检查发现经营场
所内有22个品种共计15.9条卷烟，其中白沙（精品二代）经初步鉴定
为假冒卷烟，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卷烟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后续
将做进一步处理。

关于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陈绪统接听
12345热线电话的公告

2020年 5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9:00—10:30，玉环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陈绪统在我市 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现场接听电
话，受理我市“三改一拆”、城乡规划、市容环卫等方面的投诉、意
见、建议及相关政策法规咨询。欢迎广大市民届时拨打12345热线电
话。

玉环市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
2020年5月20日

近日，黄女士急冲冲地走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办公
室，进门就喊：“请你们不要把
我双皇冠的店铺封了，这个店我
辛辛苦苦经营十几年了”。

据黄女士说，当天上午，淘
宝客服通知她，因未履行经营地
址变更手续，已被市场监管部门
列入异常名单，淘宝将对其店铺
实施限制操作的措施，如再不配
合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将直接对
其店铺进行封店直至删除链接处
理。

工作人员经查询系统后发
现，当事人因销售无中文标签的
食品于去年 11月被举报，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多次对营业执照上
登记的经营地址进行核查、对系
统内登记电话进行联系，但均无
法联系到当事人，故依法将当事
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单。

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在经营页面持
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发生变更
的，应及时更新。电商平台则应
定期核验登记及许可信息，如平
台不能说明经营人地址的，将承
担连带责任。执法人员依法将当
事人被列入异常名单告知平台，

平台在接到通知后，将对店铺实
施限制直至删除等措施。

原来去年 11月，黄女士因
处于哺乳期，将店铺交由丈夫代
为管理，其丈夫也仅在晚上回来
处理相关事务，并未留意未接电
话信息，对店铺被举报事情并不
知情。另外，黄女士在经营地址
变更后，也未及时办理变更手
续，导致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
入经营异常名单。而这个淘宝店
铺是黄女士经营 10多年的双皇
冠店铺，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
曾有人出资数十万购买被她拒
绝。

工作人员告知黄女士及时办
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市场监管
部门会依法将当事人移出经营异
常名单，平台也会及时更新当事
人的经营信息，解除对当事人的
限制措施。

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
经营者，企业应当真实、及时公
开注册登记、备案信息、动产抵
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
息、行政处罚信息等其他依法应
当公示的信息，避免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单或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造成经济及信用受损。（姚仁）

忘做一件事
双皇冠店铺差点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