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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22批）

（上接第十五版）
河南恒裕碳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原料是

石油焦和煤沥青，石油焦来源于中国石化炼油
销售有限公司；煤沥青来源于河南安阳宝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有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
博爱县鸿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原料来源于山
西省阳城县润泰矿业有限公司，与润泰矿业
有限公司签订有购货协议，有采矿经营许可
证、过磅单等。

（二）举报称“仍在使用燃煤加工生产”。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河南恒裕碳素有限公司和博爱县鸿源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燃料为天然气。河南恒裕碳素有
限公司是由博爱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提供
的管道气，有供用气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博爱县
鸿源实业有限公司与晋城旭腾能源有限公司签
订有供气合同，由旭腾能源有限公司罐车运输
天然气。

（三）举报称“先后向县政府反映三次无果”。
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博爱县环保局曾

在 2017年 9月接到来信反映该问题，博爱县环
境保护局接到举报信后立即进行调查，由于举
报信无地址和具体联系人，无法回复。

处理及整改情况：在下一步工作中，博爱县
将加强对企业监管，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职责，
促使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确保该企业各类
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八十一、焦作市武陟县 D410000201806200008
反映情况：1.焦作市武陟县程封村南 1 公里

处有个猪场，养猪上万头，粪便污水外排渗入地

下，污染地下水源。2.冯庵村东 500米，养猪场粪

便废水外排污染地下水。3.詹店乡盐店东村南

1240米万头猪场，粪便废水外排污染地下水源。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关于“程封村南 1公里处有个猪场，养

猪上万头，粪便污水外排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源”问题。经查，该养猪场位于谢旗营镇程封村
南，全称武陟县华豫养猪专业合作社，占地约
14亩，现存栏母猪约 230头。该养猪场建有硬
化沉淀池和符合“三防”要求的堆粪场。在场西
南角发现有少量粪便进入林地，已安全妥善处
置到位。

（二）关于“冯庵村东500米，养猪场粪便废
水外排污染地下水”问题。经查，该养猪场位于
乔庙镇冯庵村东约 500米，全称武陟县冯清亮
养殖合作社，现存栏生猪约 100头。该养猪场
建有硬化沉淀池，目前停止使用，已升级改造为
全量化粪污收集沉淀池，干粪堆场正在建设。
在场区周围未发现该养猪场有废水外排或使用
渗坑现象。

（三）关于“詹店乡盐店东村南1240米万头
猪场，粪便废水外排污染地下水源”问题。经
查，该养猪场位于詹店镇大茶堡南约 1500米，
全称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陟第二
猪场，现存栏猪约 800头，其中母猪约 200头。
该养猪场建有粪污收集池、固液分离机、晾粪
棚、沼气发酵池、沼液贮存池以及符合“三防”要
求的干粪堆场。在养猪场内发现有 3个废水储
存池，未做防渗处理。其中场西侧 1个，约 1.5
亩 1000立方米。进场口往南2个，约1.2亩 400
立方米1个；约0.6亩 200立方米1个。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
构焦作开通环保有限公司对武陟县华豫养猪专
业合作社、武陟县冯清亮养殖合作社、河南广安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陟第二猪场 3家养猪
场附近地下水进行抽水检测。经检测，各项指
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要求。二是武陟县环保
局对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陟第二
猪场使用渗坑排放养殖污水违法行为依法立案
处 罚 ，处 以 40 万 元 罚 款（武 环 罚〔2018〕46
号）。三是对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陟第二猪场临时储存池污水全部抽取进入经
过防渗处理的污水收集池，同时聘请专家对污
水储存池底部污泥进行评估，制定整改方案，确
保安全妥善处置，2018年 8月底前完成。四是
举一反三，在武陟县范围内对养殖行业开展大
排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从严从重查处。

问责情况：2018年 6月 25日，武陟县畜牧
局对负有管理责任的畜牧股负责人宋斐给予诫
勉谈话处理；河务一局对负有管理责任的经济

办公室副主任赵温燕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八十二、新乡市原阳县 D410000201806070005
反映情况：新乡市原阳县 310 省道郑华公

路两侧，多家散养养殖场（养猪、养鸡）不属于规

模化养殖，粪便随意排放，气味难闻，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排查，310省道连接线两
侧路寨乡境内共有养殖场11家，其中，5家已经
停止经营。

处理及整改情况：路寨乡人民政府对 310
省道两侧11家养殖场逐一下达了整改通知。对
停止经营的，正在劝其拆除。目前，部分养殖户
正在进行粪污处理设施施工。下一步，原阳县将
加大巡查力度，督促养殖场施工进度，确保 6月
30日前完成后续整改工作。责成路寨乡人民政
府加大养殖场整改力度，按标准建设好晾粪场化
粪池，杜绝粪便污水随意排放现象的发生，并尽
快向县国土部门申请用地手续，建设规范化养殖
小区，从根本上解决养殖场污染环境问题。

问责情况：无
八十三、新乡市新乡县 X410000201806120031（*）
反映情况：新乡县七里营八柳树村西头青

年路北，二支排西，北边无名小路南中间的三角

区域长期存在几个化工厂。化工厂正门在无名

小路以南，门口无任何公司名称标志（其中一家

名称新乡市天语纸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年大门

紧锁，门口装有监控，来往车辆不断，常看到有

“爆”字标志的化工罐车出入。经常闻到刺鼻的

气味，有的呛眼、刺鼻，闻到就流泪，有的又像是

汽油味。在那个三角区域以前有几家废弃的造

纸厂，现在有人租下做化工。那片没有污水管，

他们的污水往东排到河里，前些年河里一直有

白色有时也发红的污水。

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调查属实。三角区域内共有两家化

工企业：1.新乡市天语纸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年产4000吨热敏纸及1000吨制备纸品涂料
项目于2007年 12月 26日由新乡市环保局批复
（新环监〔2007〕484号），2010年 6月 23日通过
新乡市环保局验收（新环验〔2010〕064号），办
理有排污许可证，无生产废水排放。检查时企
业生产正常，现场未发现非法排污等环境违法
行为。2.河南省新乡县新星化工有限公司，该
公司年产油田助剂 1200吨项目于 2004年 6月
14日经新乡市环保局审批（新环监〔2004〕148
号），2007年 3月 29日通过新乡市环保局验收
（新环验〔2007〕18号），环评文件显示生产过程
中无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收集处理后用于绿
化。检查时企业未生产，现场未发现非法排污
等环境违法行为。经调查得知，由于市场原因，
目前企业间歇生产。

二、经调查不属实。群众反映有化工罐车
出入的公司是新乡县七里营镇双乐化工产品经
营部，经营者郭志宁，位于七里营镇八柳树村，
与新乡市天语纸业科技有限公司紧邻，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是化工产品、农资（不含危险品）零
售。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该公司门口安装有监控
设施，厂区内无生产设备，现场停放一辆标有

“爆”字样的罐车和两个废弃储罐，两个储罐底
部均有缺口，不具备储存条件。现场未闻到刺
鼻气味。经调查，该公司使用罐车运输化肥公
司产生的稀氨水，作为氮肥卖给周边的种植合
作社和农户，经营过程中不涉及生产，无废水、
废气等污染物排放。

三、经调查不属实。新乡市天语纸业科技
有限公司、河南省新乡县新星化工有限公司、新
乡县七里营镇双乐化工产品经营部，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均无废水产生。其余五家企业分别为
郑州巴斯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乡县分公司、
新乡市合顺模具有限公司、绿健园（新乡）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华洋封头有限公司、新乡县
众闻纸业有限公司，其中郑州巴斯夫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新乡县分公司只经营肥料，不涉及生
产。检查过程中上述其余四家企业均生产正
常，生产设施设备及工艺都与环评相符，现场未
发现有生产废水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八十四、新乡市原阳县 D410000201806130023
反映情况：原阳县 310 省道（原阳到延津）

桑园桥殷寨加油站中间几个村庄，有多家养猪

场、养鸡场，气味难闻。投诉人多次反映至今无

人处理。投诉人希望取缔这些养殖场。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此案件举报属实。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问题督办通知后，
路寨乡人民政府立即召开党政班子会议、成立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畜牧工作的党委副
书记李军伟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与连接线两侧的
村“两委”干部出动大型机械两台对连接线两侧
进行清理整顿，并结合县畜牧局工作人员对
310省道两侧的养殖场进行走访检查。经排查
新乡市原阳县310省道（原阳到延津）桑园桥殷
寨加油站中间路寨乡管辖的村庄共有 4个，分
别是花王村、河底铺村、苏庄村、殷寨村。涉及
的养殖场共有 10家，其中 4家已经停止经营。
正在经营的 6家分别是：花王村的王振献养猪
场、王文超养鸡场，河底铺村的张合杰养猪场、
别五旺养猪场、堵国安养猪场，苏庄村的苏金庆
养猪场；4家已经停产的分别是：河底铺村的别
九胜养猪场、杨书良养猪场、张战勇养猪场、王
新文养猪场。

处理及整改情况：路寨乡人民政府对 310
省道两侧 6家正在经营的养殖场逐一下达了整
改通知。对停止经营的，做其工作劝其拆除。截
至2016年 6月 19日，花王村王振献养猪场已经
全部拆除到位，王文超养鸡场化粪池、晾粪场已
整改到位。河底铺张合杰养猪场化粪池、晾粪场
已整改到位。河底铺村别五旺养猪场已拆除，河
底铺村堵国安养猪场化粪池、晾粪场已完成整
改。苏庄苏金庆养猪场已经完成整改。4家已
经停产的养殖场截至2018年6月19日已经全部
拆除的有别九胜养猪场、王新文养猪场、张占勇
养猪场。杨书良养猪场已经拆除猪舍内部设施，
已经不具备饲养条件，房屋准备种植蘑菇使用。

问责情况：无。
八十五、新乡市辉县市 D410000201806140023
反映情况：新乡市辉县市冀屯乡文庄村赵固

一矿，从二矿拉的煤泥堆放在一矿的东门口，污

染了地下水和农作物。希望有关问题得以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该举报案件问
题属实。新乡市辉县市冀屯镇立即成立由分管
副镇长为组长，公安、环保、水利、农牧、工商等
部门，文庄村两委班子为成员的调查组，对该环
境信访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情况如下：经实
地调查，发现赵固一矿东口东侧有一处 500吨
左右的煤泥临时堆放点。我镇立即组织调查组
对该处堆放点进行强制清除；群众反映的污染
了地下水和农作物的问题，经排查，赵固一矿周
边 1000米范围内有灌溉水井 7处，无其他地下
生活饮用或灌溉水源，我镇2018年 6月 15日上
午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河南省田野绿都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对上述水井3处及土壤共22个点位
进行了取样检测。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该堆放点之前堆放
的 500 吨煤泥已全部清除。经检测，豫都检
（WT）2018第 159号，水样数据未超标；土壤样
品检测数据正由第三方公司进行检测，预计 6
月24日出具正式报告。

问责情况：6月 17日经冀屯镇党委研究，决
定对文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才、村委会主任毛
纪星给予诫勉谈话。

八十六、新乡市新乡县 D410000201806150108
反映情况：新乡县翟坡镇有三四家造纸厂，

阴雨天废水排放到路上和田地里。西孟姜女河

上游有几家化工厂，阴雨天向河内排污水，污染

河道。曾多次向新乡县环保局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新乡县翟坡镇有三家
造纸厂，属实。1.河南兴泰纸业有限公司环保
手续齐全，2017年 5月新乡市环保局为其发放
排污许可证。全厂废水处理后通过管网进入新
乡市贾屯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东孟
姜女河。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正常，废水在线自动监控设施运行、
联网正常，未发现有废水偷排现象。2.河南新
乡鸿泰纸业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2017年 5
月新乡市环保局为其发放排污许可证。该公司
与新乡县人民政府和新乡市排水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全厂废水处理后通过管网进入新乡
市贾屯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东孟姜女
河。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正常，废水在线自动监控设施运行、联网
正常，未发现有废水偷排现象。3.河南省华中
纸业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2017年 5月新乡

市环保局为其发放排污许可证。该公司建设有
日处理3000吨污水处理厂。经现场调查，2017
年 12月 8日，该公司与新乡县人民政府和新乡
市排水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生产废水处理
后通过管网直接进入新乡市贾屯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处理后排入东孟姜女河。现场检查时，该
企业未生产，未发现有废水偷排现象。

西孟姜女河上游有4家化工厂，属实。1.河
南省新乡六通实业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
公司建设有日处理 160吨废水深度处理工程。
经现场调查，该公司原废水排放去向为西孟姜
女河，现建设专用管道排入城镇污水管网（已建
成未启用）进入贾屯污水处理厂处理。未发现
有废水偷排现象。2.河南新谊医药集团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建设有日
处理20吨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通过规
范化污水排放口排入西孟姜女河。现场检查
时，该企业未生产，未发现有废水偷排现象。3.
新乡市海华化工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
公司配套建设有日处理50吨的污水处理站，排
污口安装有污水自动在线装置。现场检查时，
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生产
废水经过处理后排入西孟姜女河。经查阅该企
业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自动在线数
据，未发现有超标偷排现象。4.新乡台硝化工
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配套建设有
日处理8000吨的污水处理站，安装有废水在线
自动监控设施。2016年 7月 7日，该公司与新
乡县人民政府和新乡市排水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协议，生产废水处理后通过管网直接进入新乡
市贾屯污水处理厂处理。现场检查时，该企业
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废水在线自
动监控设施运行、联网正常，未发现排入西孟姜
女河现象。

关于“曾多次向新乡县环保局反映未解决”
的问题，该问题不属实。新乡县环保局严格按
照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程序进行办理，不
存在受理后无结果的问题，有新乡县纪委证明
材料。

处理及整改情况：加强对三家造纸厂和四
家化工厂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八十七、新乡市辉县市 D410000201806180075
反映情况：新乡市辉县市百泉镇华艺君府

小区西北角，有一个大型铸造厂生产过程中机

器噪声严重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不属实。（1）检测情
况。经查阅，河南省田野绿都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于2018年 5月 3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豫都检
〔WT〕2018第 109号）显示，相关噪声等指标均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T12348-2008Ⅱ类标准（昼间噪声值：60dB
（A），夜间噪声值：50dB（A））。2018年 6月 19
日至 21日，市环境部门组织环境监测站、百泉
环保所执法人员对欧玛（中国）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结果如下：该公司正常生
产；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在厂区外四个方位
对噪声源进行现场检测，位于该公司东侧华艺
郡府敏感点实测噪声值结果均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T12348-2008Ⅱ
类标准。在辉县调查组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公
司生产车间窗户部分敞开，执法人员告知该企
业应对生产车间窗户进行密闭，并责令该企业
对主要设备噪声源采取增加消声棉进行降噪处
理，尽量减少对华艺郡府居民的噪声影响。（2）
客观情况。欧玛公司在厂界东侧种植有 2米宽
冲天杨隔离带。夜间检测期间，隔离带内有生
物杂音（夏季鸟鸣、蝉鸣较多），但检测结果仍能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T12348-2008Ⅱ类标准。（3）公众调查情况。
我市百泉环保所工作人员前后走访华艺郡府小
区西侧18户居民。调查结果显示，该小区18户
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均未感受到有生产噪声，
认为不影响居民生活。

处理及整改情况：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市将
督促欧玛（中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噪
声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
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做好与周边群众的沟通协
调，避免产生厂群矛盾，共同维护好厂区周边良
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八十八、新乡市牧野区 X410000201806160088
反映情况：河南省新乡市建设路东段河南

师范大学的在校住宿学生宿舍窗户、晾晒的衣

服及面部等粘有许多黑色粉尘，并发现宿舍附

近的小河河水发黑污染十分严重，经调查发现

这些污染源都来自于宿舍附近的新乡市方能电

池有限公司，此公司长期生产电池产品，该产品

所需要的原材料对水及大气都造成严重污染，

铅尘，重金属如铅、镍、镉、汞等一旦吸入人体无

法排出，粉尘更是直接损害人体肺部。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信访举报案件不
属实。反映中的新乡市方能电池有限公司位于
新乡市牧野区牧野镇尚庄村，该公司年产 600
万只 6F229V型锌锰电池项目于 2013年 11月
28日由市环保局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新环监
〔2013〕326 号），2016 年市环保局办理项目竣
工环保验收（新环验〔2016〕49号）。

该项目在拌粉工序拌粉机加料口会产生少
量粉尘，配套安装有集气罩、一套脉冲式袋式收
尘器对产生的粉尘集中收集处理，经15米高排
气筒排放。2017年 5月 17日环保部强化督察
组对该企业进行检查后，为更好地将粉尘进行
收集，该公司在压饼工序压饼机进料口新增集
气罩、一套脉冲式袋式收尘器对产生的粉尘集
中收集处理，经 15米高排气筒排放，未发现粉
尘无组织排放现象。

该公司距举报件反映的河师大西校区宿舍
楼的直线距离 507米，距河师大东校区宿舍楼
的直线距离485米。市环保局牧野分局执法人
员及牧野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陪同市环保督导
组赴河师大进行调查走访，校区地面、树木、草
地、宿舍楼外挂晒的衣物上均未发现飘落有黑色
粉尘，走访了宿舍楼居住的学生、宿管员也表示
没有黑色粉尘弄脏衣物等现象；对该公司周边企
业进行走访，均称未发现黑色粉尘飘落现象。

经现场踏勘，举报中所指的小河为卫河，附
近没有其他受纳水体，该企业没有在卫河设置外
排口。该项目生产工艺无废水产生，主要废水为
清洗废水、洗手水及厕所废水，配套建设1个沉
淀池及1个化粪池，通过尚庄村污水管网进入市
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小尚庄污水处理厂。

经现场调阅该公司环评资料和查看原辅料
库，主要使用二氧化锰、乙炔黑、工业氯化铵、石
蜡、锌片、氯化锌、马口铁、无汞浆层纸、PVC膜，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材料—拌粉—压片—压
饼—加负极—热收缩—过蜡—干燥—封壳—检
验—包装—成品；马口铁—冲压成型—钢壳。
不涉及举报反映中的铅、镍、镉、汞等重金属。

处理及整改情况：我区要求该公司对拌粉
工序、压饼工序所配套的粉尘收集装置进行检
测。河南省万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
2018年 6月 22日监测报告（万检委字〔2018〕第
491号、第493号）结果表明，两套粉尘收集装置
均能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八十九、濮阳市清丰县 D410000201806180008
反映情况：濮阳市清丰县柳格镇西王家村，

村西 500 米，有一家废塑料加工厂，排放刺鼻气

味，院内有渗坑，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该举报件反映的是清丰县
柳格镇蔻家范双现塑料粉碎厂。2018 年 6月
19日，清丰县柳格镇政府联合清丰县环保局、
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对该厂进行检查。现场检
查时，该塑料粉碎厂院内存有大量的硬质塑料，
生产厂房内堆积大量的成品和原料，工人正在
对粉碎设备进行拆除，对清洗池内的产品进行
清理装袋。位于生产厂房南侧有一排污口和一
个长约18米、宽约8米、深约1米未采取任何防
渗措施的渗坑，生产废水未经任何处理通过塑
料排污管道直接排入渗坑内。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清丰县“小散乱污”
企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清办〔2017〕1号文件
精神，清丰县政府责令柳格镇政府严格按照

“两断三清”的要求对清丰县柳格镇蔻家范双现
塑料粉碎厂进行拆除，目前已拆除到位。清丰
县环保局对该厂生产废水利用渗坑排放进行立
案调查。

问责情况：清丰县环保局对清丰县柳格镇
蔻家范双现塑料粉碎厂负责人范双现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柳格镇纪委对寇家村村支部书记寇
俊省给予警告处分。③4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日前，喜讯频频传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检察院的三部
优秀微视频《检徽下的使命》《学习十九大精神 检察干警在行
动》《以人民的名义》被国家级媒体正义网采用并播出，并收录
在正义网“中国检察视频”栏目中。《检徽下的使命》是由睢阳
区检察院摄制出品的一部公益微视频宣传片，时长五分钟，
在去年5月筹备拍摄并制作完成，随后经过层层的推荐，同
年8月，此视频荣获由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共同主办的
全国第二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比赛“优秀微视频”奖。
《学习十九大精神 检察干警在行动》是由该院自导自演自
制的一部微视频，去年10月，睢阳区检察院按照党组的要求
历时三天制作了该视频，从制作剧本、拍摄视频、指导拍摄、
后期剪辑、配音、字幕等一系列的程序，全部由检察院政治处
的干警完成。同年11月15日，该视频被“河南检察”转发。《以
人民的名义》是由睢阳区检察院摄制出品的一部MV作品，时
长4分25秒，在今年1月由检察院检察干警真人实地拍摄完
成，再由检察干警朱思璇、杜文龙倾情演唱歌曲，他们二人铿
锵有力的歌声，充分展示了睢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忠于法
律、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后，该院将再接再厉，继
续努力，持续不断地推进各项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 （张蓓）

睢阳区检察院喜讯频传
为切实加强作风建设，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促进党员干部真抓实干，鄢陵县司法局全面
贯彻落实从严治党总要求。突出理论武装，强
化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政治定力，保持思想
和行动上高度自觉。突出作风建设，坚持正风
肃纪。坚守纪律底线，增强规矩意识；持续反对

“四风”，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警示教育，严格“三
公经费”管理，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突出责
任担当，认真履职尽责。明责任，认真落实党组
书记是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党组成员履行“一
岗双责”。坚定不移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
任的落实，对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
现，防患未然，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任永辉）

近日，在纪律作风整顿活动中，新乡凤泉区
检察院召开法警工作专题会议，张保国检察长与
12名司法警察进行了交流座谈，共同探讨新时
期司法警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张保国
检察长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后，对进一步
开展好新时期司法警察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
政治业务学习经常化。要全面加强对司法警察
的时事政治和专业技能学习培训，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司法警察工作要围绕中心业务工作，不
断加强自身业务技能和法律知识学习，积极适应
形势任务需要；二是纪律作风建设优良化。司法
警察担负着机关安全和办案安全的重要职责，是

司法办案和诉讼安全的可靠屏障，作为司法警察
要进一步从纪律作风建设上严格要求自己，自觉
遵守各项纪律要求，确保严的标准，好的形象，落
实执行到位；三是专业技能训练标准化。要按照
训练大纲要求，把各项训练指标要求进一步规范
化、严要求，不断提高司法警察全面履职能力；四
是支持配合业务工作专业化。要加强与各部门
的协调沟通，积极适应检察职能转型赋予司法警
察的新职责，在服务保障诉讼工作上要担当作
为，积极创新，履职尽责。努力建设一支对党忠
诚、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
司法警察队伍。 （娄苑）

近年来，南阳桐柏县检察院主动
接受人大代表监督，增进人大代表对
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不断改进检
察工作，把向人大代表寄送《检察日
报》作为一项重要举措纳入制度化、
规范化轨道。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
来，全方位、多渠道加强与人大代表
的沟通联系，建立健全与代表的联络
工作机制。通过邀请人大代表参加
座谈会、视察检察工作、寄送工作信
息等形式定期将检察院的重大工作
部署、重要工作事项和重大案件情况
及时向人大代表通报，让人大代表更
直接、更感性地了解检察院。对人大
代表关注案件情况加以细心梳理，加
快办理进度，办理完毕及时向人大代

表反馈。认真、按期办理人大代表的
议案、建议和来信，并将办理进展情
况及办理结果及时答复人大代表，对
人大代表提出的涉及全局工作的合
理化建议重点研究落实。该院在办
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时，邀请人
大代表旁听。对涉及面较广、有重大
社会影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全程
参与监督，见证阳光执行。建立人大
代表走访制度。每年由院领导带队，
采取主动上门走访人大代表、评议检
察工作、发送征求意见函等措施，认
真征求并听取人大代表对该院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逐项研究处理，并将
落实情况向人大代表通报。

（周闻胜 郭冬冬）

健全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机制

鄢陵公安提升窗口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许昌鄢陵县公安局以

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契机，以强化基
层基础工作为抓手，围绕“最多跑一
趟”的服务目标，通过在基层派出所

服务窗口推行优化“平台+”“服务+”
“机制+”，着力打造流程更简化、办事
更便利、服务更规范、群众更满意的
窗口服务环境。 （刘军辉）

鄢陵司法落实从严治党总要求

凤泉检察院召开法警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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