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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篇周口篇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聂学强

走近交警走进基层走近交警走进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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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任第一书记
队里村里两头忙

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人梁
辉，从 2017 年到高郎乡后高郎村兼任第
一书记以来，一直是队里村里两头忙。
今年春节期间，梁辉来到该村街心花园，
花园里小亭翘角，垂柳吐绿，有乡亲们在
这里散步。大家看到梁辉，高兴地围拢
过来。梁辉和乡亲们互道新春祝福。

河南法制报记者从后高郎村了解
到，该村脱贫攻坚工作收官后，群众还一
再挽留梁辉，想让他继续带领大家致力
乡村振兴事业——由“脱贫书记”接力

“振兴书记”。
梁辉 2017 年驻村后，摸村情、强班

子、理思路，首先确定了基层党员模范的
引领示范模式，从强化村级“三委”班子
建设入手。为调动基层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他逢事就开党员会，邀请该村德高
望重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农民，宣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当地传统正能量
的道德习俗重新拾了起来。

面对村里当时的 136 户 617 人的贫
困人口，梁辉制订了“谋项目、提干劲”的
系列实干方案，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

“贫困户稳定脱贫、群众普遍满意”的初
步目标。他募集善款 16万元，对该村的
党员活动阵地进行了装修、刷白等升级
改造；在全村范围内开展了“清洁家园”

“接父母回家”“危房清零”“土地复垦”行
动，先后动用挖掘机 4 台 200 余次，人工
500余人次，拆除危房16户46间，土地复
垦 20 余亩。他还带领大家在该村的大
街小巷刷白描红，新栽绿化树木 1000 余
棵，自筹资金 3 万元对村内的坑塘进行
了美化亮化，并成功出租，打破了村里数
十年集体经济“零收入”的尴尬纪录。

几年来，后高郎村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2019 年春节期间，外出
务工的几个年轻人回到家乡，找了一会
儿才找到自家的胡同，他们感慨：“没想
到村里变得这么美，我们还以为走错了
地方呢！”

2020 年春天，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好转之际，梁辉积极响应太康县委“四
个清零”（危房改造、问题整改、信访问
题、贫困人口，全部“清零”）总攻行动。
他先协调该村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当
时，村里 4 个未脱贫户是梁辉心里的一
道坎。在各项政策全部落实的基础上，
如何能保证这 4 户稳定脱贫不返贫，实
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梁辉协调河南清
峰牧业有限公司给他们提供了公益岗
位，协调资金 8 万余元给每户建造了 1
亩地的大棚，还给他们购置了新家具，
对房屋进行了升级改造，实现了户容户
貌大提升。

2019 年度“周口好人”、连续 3 年的
“太康县优秀第一书记”，这些荣誉是对
梁辉坚守初心，用实干擦亮党徽的最好
诠释。

本报讯 今年春节期间，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
局不间断严厉查处违法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取得良好工作效果。

农历新年伊始，按照市公安局关于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郑州市公安局经开
分局党委高标准安排部署禁放工作，该分局治安管
理大队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

该分局在辖区主要干道、次干道和居民楼院、
村庄增加巡逻力量，延长巡逻时间，加强对社会面
的巡逻控制，及时发现、处理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者。

通过明察暗访、认真摸排，该分局下属的有关
派出所查处了一些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仓库
和超市商店，发现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违法行
为 6 起，行政拘留 5 人，罚款 1 人；对 10 余名违法燃
放烟花爆竹者进行了罚款等行政处罚。（李华杰）

本报讯 为增强辖区群众的防范意识，减少诈
骗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漯河市公安局郾城分局淞江派出所近日组织
民警开展了防范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页、
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向群众讲解近年来各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结合实际案例分
析网络诈骗典型案件的手法，讲解防范方法。在宣传
过程中，民警提醒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要“不听、不
信、不转账，谨防诈骗”，保护个人财产安全。

据悉，在防诈骗宣传活动中，该所共发放反诈
宣传页 600 余份，解答问题 50个，进一步增强了辖
区群众抵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免疫
力”，使群众对防范电信诈骗“看得见、记得住、懂得
防”，受到了辖区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邱新建）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严查违法燃放行为

公益诉讼剑指食品“直播带货”

剑指“网红代言”
“直播带货”……全国
检察机关针对网络销售

新业态涉及的食品安全
问题开展专项监督，通过
公 益 诉 讼 紧 盯 网 络 食 品
销售等领域的问题。这
一举措如何更深、更实、
更有效？记者就此采访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
关部门负责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表
示，最高检将网络销售食品外卖包装材料不符
合规定，“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涉及食品安
全问题等作为专项监督活动的重点监督领域，

旨在引导各级检察院全面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
察职责，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对相关违法行
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据了解，各地检
察机关自活动开展以来，

通过调查走访、问卷调查等
多种形式获取问题线索，并与市

场监管部门密切协同，有效监督解
决了一批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统计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7 月 至
2020 年末，全国检察机关在“公益诉
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中共
受理案件线索 3.4 万余件，立案 3 万
余件，其中涉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立案 7569 件，包括农贸市场及超
市 农 产 品 食 品 违 法 类 4718

件、网络食品违法类 1887
件、保健食品违法类

96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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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北京铁
路运输检察院的
举措堪称典型。
该院通过媒体报
道 等 渠 道 了 解
到，一些直播、短
视频平台内部分
用户通过“直播带
货”“视频推荐”等
方式销售没有食品

标签、生产许可证编
号不真实等“三无”食

品，在食品销售详情页面
对成分或者配料表、净含

量、生产日期、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等信息也未

予明示。
而部分用户在通过直播、短视频的

形式展示所销售的食品后，在个人主页
标明微信号或其他联系方式要求线下

交易，以逃避平台对交易的监管。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再

结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12345”热 线 等 投 诉
举报信息，该院即刻立案开
展调查。

该院迅速圈定重点人群，重点
关注违法行为多发的“网红食品”“手
工自制食品”领域，用关键字检索锁定部
分主播，综合运用录屏、截图、录音、人工
记录等多种方式固定证据。同时，检察机关
还把主播引导线下交易以逃避监管等存在监
管漏洞的行为纳入监督视野。

随后，该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北京市海
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对平台内直播电子
商务行为监管力度。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商户、用户的违
法违规行为采取了更新食品经营许可信息、下
架商品、下线商户等整改措施，并开展了网络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约谈短视频平台加
强整改，要求辖区内 13 家网络食品第三方
平台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检察机关还与市场监管部门共同
引导在京短视频行业领域龙头企业
联合制定并签署《网络直播和短
视频营销平台自律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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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这样出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