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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犯人早餐食品留样了吗？”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随三门峡市检察院
驻三门峡监狱检察室副主任王文权、干警
吴国卿来到监区配餐中心例行检查时，王
文权边询问工作人员边走向食品留样柜。
打开食品留样柜，看到满满的留样食品，王
文权说：“为了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确保
罪犯饮食安全，国家规定，一日三餐必须留
样48小时，我们延长到72小时。”

据了解，该室除了维护罪犯合法权益
外，还严格监督监管秩序，全程监督刑罚变
更执行情况。特别是今年减刑假释中，他
们发现39名减刑人员存有问题，发出检察
建议，要求从严掌握减刑呈报、裁定幅度，
收到良好效果。这是该院通过检察建议促
进财产刑执行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受‘打了不罚、罚了不打’
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在监狱服刑的许多
罪犯对财产刑不够重视，不积极履行，导致
财产刑的履行率偏低。”王文权说。为避免

财产刑判决沦为一纸空文，2016年6月，三
门峡市检察院联合法院、监狱召开联席会
议，强力推动财产刑执行工作，扭转财产刑
执行不力的被动局面。会议要求加大宣传
力度，让罪犯及其家属和社会各界加强对
财产刑执行工作的认识，减少执行阻力。
在减刑、假释案件呈报、开庭、裁定工作中，
将财产刑执行情况作为罪犯减刑的一项重
要指标进行考量。

在减刑监督工作中，三门峡市检察院
根据财产刑执行调查情况，分别向监狱和
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对有财产刑判决而不
积极履行又在监狱服刑期间月消费超过正
常消费的罪犯，建议监狱缩短其减刑呈报
幅度或取消其减刑资格，建议法院在提请
的基础上裁定缩短减刑幅度。对自觉积极
履行财产刑判决的罪犯，建议监狱酌情从
宽呈报减刑幅度。

今年3月20日，三门峡监狱对罪犯进行
减刑、假释。驻狱检察室经对监狱呈报的

300余名罪犯提请材料审查，对9名罪犯民
事赔偿未履行，21名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暴力犯罪罪犯财产刑未履行的情况，
向监狱发出检察建议。监狱书面回复全部
采纳。

接着，驻狱检察室在参加法院开庭审
理罪犯减刑时，又发现另有罪犯财产刑数
额较大未履行，但在监狱内有高消费、消费
卡内余额较多，存在有履行能力不履行的
情况，又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按相关
法律法规从严掌握减刑裁定幅度。法院回
复，决定对裁定缩短减刑幅度。

该院的做法受到了上级检察院的肯
定，该室被省检察院授予“省级文明检察
室”称号，2017年11月被最高检授予一级规
范化检察室称号。

减刑是很严格的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6月26日，中原环
保世纪行采访团再次出发，前往郑州市的荥
阳、上街等地，对不久前全国人大执法检查
组暗访到的问题企业进行“回头看”。

天能炭素有限公司位于荥阳市高山镇
创业路，主要从事石墨电极加工。在全国人
大执法检查组的暗访中，该企业被指出存在

“停用环保设施，车间里沥青味道很大”的问
题。

荥阳市环保局经调查，根据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四十八条和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该
企业作出了5万元行政处罚，处罚已到位。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企业的浸渍生产车
间已经停产。企业负责人时某说，停产是为
了进行升级改造，厂里与吉林市一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从治本上解决此问
题。“要完善各项污染防治制度，安排专人管
理这个车间的污染防治设施。”省人大环资
委副主任委员赵建军对企业殷殷叮嘱。

离开荥阳市，采访团一行又来到上街区
郑州晟捷高端铸造有限公司。全国人大执法
检查暗访组曾发现该企业存在“铸造炉停用
环保设施，烟尘任意排放，同时存在露天刷油
漆，车间异味很大”等问题。上街区环保局通
过观看检查组的视频资料，要求企业立即停
产整治，并针对该企业存在的无组织排放问
题进行立案处罚。

“目前，该企业已经重新设计更换新的
集气罩，铺设了新的集气管道，更换了大功
率风机，确保烟气能够完全收集。不通过验

收检测，坚决不能恢复生产。”上街区环保局
监察大队大队长郑慧英对记者说。

最后一站，采访团来到上街区峡窝镇石
咀村，全国人大执法检查暗访组发现该区域
存在大量不明物料堆放，“可能是电解铝废
渣的回收”。经调查，该厂堆存的物品为废
旧铝锭及其他杂物，不属于电解铝废渣，但
大量废品的堆放，确实造成了环境脏乱差，
为杜绝该场再从事废品回收，峡窝镇政府要
求回收站负责人限期将地面物料进行了清
运，并对地面附属物进行拆除。

记者在现场看到，地面上的活动板房、
围栏等附属物已经全部拆除完毕，大部分区
域用防尘网覆盖，小部分区域已经种上小
树。

问题企业均已停产整顿
中原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到荥阳、上街进行“回头看”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
华 通讯员 邵博）6 月 23 日，开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在梁苑科普广场组织开展提升
公众安全感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文艺表演、设立咨询台、摆
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礼品和宣传彩页等
形式，向群众展示了在预防和打击违法犯
罪、维护社会治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
方面的重大措施和丰硕成果，同时工作人
员积极宣传讲解有关平安建设、扫黑除

恶、防溺水、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并一
一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增强了群众
的防范意识，提高了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
晓率，形成了平安创建人人参与的良好氛
围。开封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
任郑连成，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
委委员、区委政法委书记成忠民等参加活
动，详细了解了集中宣传的内容，并要求
做细、做实、做好宣传工作，确保活动取得
实效。

集中宣传
提升安全感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春喜 通
讯员 杨光宏王利军）“明天有时间的，继续到
涡河开展护河禁泳行动。”6月26日晚，鹿邑
县道德公益发起人刘传保在由330多人组成
的公益志愿者微信群内发出倡议。

进入6月以来，涡河内水草陡增，该志愿
者组织配合县职能部门，先后有700余人次参
与清除杂草、捡拾垃圾的“守护涡河”公益行
动。这只是鹿邑县人人参与环境保护、共建
美好家园的一个缩影。

“打好环保攻坚战需要全县上下联动，久

久为功，常抓不懈，着力构建常态长效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机制。”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表
示，要紧紧把握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重大
契机，全县动员，全民参与，全面抓好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推动绿色发展，留住“老子故
里”的碧水蓝天。

该县每周都要定期召开全县问题整改汇
报会，传达上级精神，分析研判整体态势，针
对环保举报、交办问题拉清单、立专案、建台
账、明责任、设时限、定奖惩。县委书记、县长
带头，相关责任县领导每星期不少于两次开

展环保专项调研督导，到一线了解整改进展
情况，现场办公解决问题。把“12369”环保投
诉热线并入“12345”县长热线，24小时值班受
理，第一时间交办落实，全程跟踪问效，及时
反馈整改情况。

截至6月27日，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向鹿
邑转办信访举报件7件，已核查办理7件，办理
结果均在县域媒体上向社会进行了公示。下
一步，该县将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
实效”的总要求，常态化整改，长效化机制保
障，推动鹿邑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鹿邑：上下联动促整改常态长效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陈军 孙梦
飞 通讯员 金豪）世界杯期间，我省
交警 24 小时严查酒后驾驶机动车
等违法行为，提醒广大驾驶员不碰
触酒驾红线、醉驾底线、毒驾高压
线。此后，我省交警再出重拳，围
绕“四个重点”“两个延伸”严查酒
后驾驶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四
个重点”即：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重点时段、重点市县。“两个延伸”
即：从城市向农村延伸、从前半夜
向后半夜延伸。同时曝光近期发
生的醉酒驾驶事故案例，提醒广大
驾驶员引以为戒。

2018年 6月 16日 13时 40分左
右，宋高峰醉酒驾驶豫KXG873号
牌的车辆（核载 5 人，实载 4 人）沿
开封市尉氏县开港大道（在建道
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邢庄乡郭新庄
村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郭某驾驶
的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郭某
及电动车上乘坐的 3 名儿童，共 4
人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
故。经检验机关鉴定肇事司机血
液中乙醇含量为348.07mg/100ml。

当日，对肇事司机讯问后，尉
氏县公安局于 6 月 16 日将嫌疑人
宋高峰刑事拘留。检察机关对此
案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派未检干
警提前介入侦查。6月 22日，公安
机关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向尉氏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
捕。6月25日，宋高峰被批捕。

严查酒驾
再出重拳

警方曝光近期发生的醉驾
案例，提醒驾驶员引以为戒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童浩麟 马禄祯）6 月 27 日，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开
封城市综合体项目在八朝古都开
封开工建设。

开 封 城 市 综 合 体 是 开 封 市
2018年第二批重大项目之一，总建
筑面积达 67万平方米，涵盖文创、
展览等多种文化产业新业态，建成
后将形成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
区独具特色的文化交流中心、科技

“双创空间”。
规划显示，开封城市综合体由

3个子项目构成：
——大河文化广场规划总建

筑面积近 8万平方米，竣工后将成
为开封自贸区“文化+科技”“文化+
创业”“文化+艺术”的重要园区，极
大丰富开封自贸区的文化元素。

——大河锦悦城总建筑面积
约 22 万平方米。核心建筑大河锦
悦国际酒店是一家集住宿、会议接
待、餐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四星级
精品酒店。

——大河·东都商住项目占地
面积 170 亩，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
米，总投资13亿元。

作为项目投资方的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近年来坚持报业为主、多元
经营，强力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
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阔步走
在全国省级党报集团第一方阵。

融入“文化+”战略
助力自贸区建设

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开封城市综
合体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