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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检察 与民同行

济源市部署政法宣传工作
宣传先进树好形象

鄢陵县检察院
建议追缴土地出让金及滞纳金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苏佩赟 任要
卿）近日，鄢陵县检察院收到该县国土资源局回
复:“根据贵院的 3 份检察建议，我们共收回国有
土地出让金及滞纳金 6837.872 万元。
”
鄢陵县检察院在开展公益诉讼活动中通过
排查发现，许昌鼎升锻造机械有限公司、许昌远
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昌跃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存在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情形。
该院遂成立了专项办案组。专项办案组通
过召开由 13 个国土所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数
次走访鄢陵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开展调查、丈量、
统计工作，终于查清了案件事实。专项办案组在
核实完相关材料后，向鄢陵县国土资源局发出 3
份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
效措施向企业催缴土地出让金及滞纳金。
检察建议发出后，鄢陵县国土资源局高度重
视，与专项办案组一起交流案情，并多次向县有
关领导汇报案件情况。专项办案组检察官还从
释法说理的角度与企业负责人多次沟通，告知拒
不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后果。
经过多方努力，3 个企业欠缴的国有土地出
让金及滞纳金共计 6837.872 万元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前已全部追回。

舞钢市检察院
关注群众吃水安全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近日，
济源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孙凤召主持召
开济源市委政法委员会 2018 年政法宣
传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把理论宣传作为当前重
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重点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把做好“三
同步”工作作为政法宣传的主业真正落
到实处，重点在完善机制、落实制度、有
效监测、提高能力上下功夫。要有效引
导社会舆论，善于应对处置重大舆情。
会议强调，要把普法宣传和省市两
级重点工作宣传作为基础工作常抓不
懈，坚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要把宣
传先进经验和先进单位、个人作为树立
政法机关形象的主要抓手。要把政法
文化建设作为强基固本的抓手积极推
进，要把创新宣传方法作为增强宣传效
果的重要手段加大力度。要管好用好
现有政法新媒体。
5 月 14 日，扶沟县检察院对在履行审查起诉职责中发现的一起污染环境案
件，派检察官到现场勘查，对污染物堆放的数量、污染的面积、可能受影响的范围
进行详细调查，录像、拍照，固定证据，为提起公益诉讼并向环境破坏人追责、索赔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图为检察官在现场调查取证。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葛清华 杜长青 摄影报道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童）
近期，舞钢市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舞钢市康
源饮品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已经过期但
仍然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该院民行科检察干
警迅速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积极履行公益
诉讼监督职责，收到较好效果。
经过深入调查，检察机关发现舞钢市康源饮
品有限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2018 年 1 月 16 日
到期后，在没有办理新证的情况下仍生产经营，
无法从根本上保证饮用水的安全。
经过调查核实证据材料，舞钢市检察院对负
有监管责任的舞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送
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舞钢市康源饮品有限公司履
行监管职责，同时建议该局对舞钢市辖区内桶装
饮用水生产企业及销售单位采取排查清理、分类
整顿、加大执法力度等方式，对无证饮用水企业
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进行整治。
接受检察建议后，舞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依法依规采取了相关措施。

日 前 ，鹤 壁
市山城区检察院
民行科干警走访
该区民政部门和
公 安 机 关 ，了 解
辖区英雄烈士保
护 现 状 ，摸 排 侵
害英烈名誉荣誉
案 件 线 索 ，旨 在
贯彻落实英雄烈
士保护法及最高
检的相关要求，
保护英烈荣誉。
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田青青 郝广
娇 摄影报道

扎根人民
宁陵县法院提供新渠道

为申请人诉前财产保全担保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宋立新 孙速启）
5 月 15 日，宁陵县法院为申请人刘某成功办理了某保
险公司担保金额 10 万元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这
标志着该院正式引入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机制，为
申请人诉前财产保全担保提供了新渠道。
保险申请人刘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纠纷，起诉至宁
陵县法院。刘某担心被告转移财产，导致自己无法及
时得到赔偿，因此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冻结
被申请人李某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 10 万元，或查封、
扣押被申请人相当于 10 万元的财产。因申请保全需
提供同等价值的财物作为担保，无法及时提供财物作

省公安厅
机场公安局

担保的刘某就选择让保险公司提供担保，从而高效率
地完成了诉讼财产保全。
“财产保全还能买保险担保，让我省心！”购买诉讼
财产保全责任险的刘某为宁陵县法院这一做法点赞。
据悉，为进一步完善诉前财产保全制度，为申请人
提供便利，宁陵县法院与保险公司合作，在诉讼服务中
心设立服务咨询点，由保险公司人员值班，为有需要的
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该院通过引入保险公司参与诉
前财产保全，鼓励当事人利用诉讼保全制度来保障自
身的合法权益，减轻有保全需求的当事人的负担，便于
及时兑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安阳县 38 个部门
密织“天网”助执行
本报安阳讯（记者 岳明 通讯员 黄
宪伟 张永平）5 月 11 日，由安阳县委政
法委牵头、安阳县法院主办、该县 38 个
部门参与的安阳县第一次执行联席会
议召开，这标志着该县全面构建起“党
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
综合治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为打赢“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场攻坚战，安阳县委、县人大、
县委政法委先后出台了《关于支持安阳
县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
见》
《安阳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支持人民
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定》
《关于建
立安阳县执行联动机制，加强对失信被
执行人联合惩戒的实施方案》等文件。
该县县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纪委、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人武部、文明
办、金融办、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交
通、通信公司等 38 个部门组成的安阳
县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
该县对失信被执行人晋职晋级、单
位和团体文明单位评选、查询失信被执
行人财产、打击拒执犯罪等，均指定责
任部门予以配合，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
查处或限制，形成“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合力。为确保联动机制运行顺畅，该
县综治部门还建立了定期通报机制。
该县通过密织“天网”，凝聚社会各
方面力量，对失信被执行人全方位、立
体化进行惩戒，促进了执行工作。

图片新闻

持续开展
“春雷”行动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赵鹏 邢旭强）为维护郑
州机场治安大局稳定，自 3 月底以来，省公安厅机场公
安局启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春雷”治安专项整治行动。
5 月 14 日晚，机场公安局组织特巡警、治安警、交
警、消防民警和刑警等联合行动，集中夜查各类治安问
题。行动中，各警种重点强化对 T2 航站楼出发、到达

区治安巡逻和可疑盘查，重点打击整治拉客叫客扰序、
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等显性问题，重点检查辖区旅店宾
馆和南航空勤楼等场所安全防范情况。当晚，民警共
盘查可疑人员 53 名、可疑机动车 131 辆，处罚违停违行
机动车 82 辆，还对辖区各酒店宾馆退乘、候乘、住宿的
3 个机组 36 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安全防范教育。

5 月 15 日，鹿邑县司法局、县法律援助中心“送法进机关”活
动工作人员走进该县县委办公室，举办宪法学习专题讲座。县委
法律顾问团成员、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孙艳丽就宪法修改
进行了解读。
记者 尹志丹 通讯员 荣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