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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落细平安建设各项任务
周口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刘博文）9
月 13 日下午，周口市平安建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扩 大）会 议 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全省平
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审议讨
论相关方案和文件，研究周口
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近期重
点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路云，市中级法院院长马军
杰，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宫武等

出席会议。
路云说，当前平安建设工
作形势复杂、挑战不断、压力较
大 ，一 定 要 统 一 思 想、坚 定 信
心，树立忧患意识，明确目标任
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
得人民群众的满意支持。
路云强调，要不折不扣贯
彻落实省委关于平安建设工作
的部署要求，明确工作目标、强
化基层基础、创新工作亮点，加

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工作，全力推动扫黑除恶斗
争常态化开展，深入推进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迅雷
行动”，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
和底线思维，增强使命担当，守
牢安全底线，压实工作责任，确
保平安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落到位，坚决维护全市政治社
会大局稳定。

警方与企业共商发展良策
洛阳

本报洛阳讯 9 月 10 日，洛
阳市公安局组织召开万警助万
企暨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专题
听取企业家对全市公安机关助
企发展的意见建议，共商发展
良策。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局长张武清等，47 家
企业代表，
新闻媒体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洛阳市公安局
“优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
活动安排部署情况、工作推进

情况及利企惠民情况，刑侦、经
侦、治安、交警等警种负责人就
本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暨万警
助万企”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
发言。与会的部分企业家针对
治安防范、交通管理、精准服务
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公
安机关相关负责人对代表提出
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张武清说，全市公安机关
要 不 断 深 化 公 安“放 管 服 ”改

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便民利
企，做市场公平的维护者，持续
为广大企业家提供更加优质的
公共服务，助推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要坚守职责，持
续做好“两好一优一足”工作，
保障企业正常合法经营，保障
企业发展有活力，为洛阳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平安稳定
的社会环境。
（常向阳 范进通 任双波）

督查推进检察重点工作
开封

本报开封讯 9 月 9 日，开
封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
主任王晓明带队到通许县检
察院，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进
行督查。
此次督查通过召开座谈
会 、谈 心 谈 话 、查 看 台 账 等 形
式，重点对最高检、省检察院重
点工作的落实情况、
《开封市人
民检察院提示函》落实情况，以
及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建章立制

情况、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党建、
基层院建设情况等方面进行督
导检查，并对督导事项存在问
题进行了现场反馈。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晓
明说，要思想重视，正确看待。
一把手扛起主体责任，班子成
员扛起分管责任，中层干部及
干警们扛起直接责任，在认真
自查总结的基础上，做好与督

▲近日，灵宝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走上
街头，劝导未佩戴安全头盔人员。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磊 摄影
报道
▶ 9 月 12 日 ，光
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组织警力，开展城区
道路非法营运三轮车
专项集中治理行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孙惠坤
摄影报道

查组的沟通衔接，找差距、堵漏
洞、补短板的基础上促提升、获
提高、得发展，做好迎检工作。
要加强沟通，协同发力。以结
对共建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短板问题，优势互补，取长
补短，促进各项检察工作融合
发展、整体提升。要目标清晰，
力争上游。绷紧弦、拉满弓，整
体工作在按部就班的基础上稳
步提升。（李梦华 李刚强）

▲9 月 13 日，郑
州市公安局中原分
局邀请郑州市公安
局心理教官团队走
进基层所队，开展团
体心理辅导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闫青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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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9月14日星期二 晴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检察干警进百企
“目前，
企业经营还有什么困难？”
“在检察院的帮助下，企业经营已
经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
“被判缓刑的林某工作及思想情
况如何，是否按时到社区矫正机构报
到？
”
今天上午 10 时许，渑池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古玉敏，服务民营企业联系
人、果园检察室主任孙伟春，检察干警
段丽鹏等，同河南宏远食品工业园开
发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别贵斌交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渑池县
检察院精心谋划推进，创新学习教育
形式，开展检察干警进百企活动，建立
打击、保护、预防、监督和教育“五位一
体”工作机制。目前，该院干警已走进
28 家民营企业，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河南宏远食品工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是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三
门峡市食品标杆企业。为更好地服务
该企业，渑池县检察院派驻河南宏远
食品工业园非公有制经济联络室，由
孙伟春具体联络。
“检察官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开
展每月一次的法律培训，帮助企业及
从业人员依法办事、守法经营、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在检察官向职工发放法
制宣传页时，别贵斌告诉我，
“ 检察官
每周到园区所辖企业走访一次，结合
市场发展需要提出发展建议。”
渑池县委派驻企业联络人董优军
告诉我：
“ 检察官热心为企业办实事，
积极协调财政、税务部门对企业开展
执法检查，让减税政策落到实处，降低
企业成本。夏天，企业用水量大，他们
积极协调供水单位保证企业需求。”
说话间，我们来到车间，见到了林
某。此时，
林某正在检修机器设备。
“林某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凌晨驾
驶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果园乡政府
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赵某死亡。
我院受理此案后调查发现，林某所在
公司系招商引资项目，该企业满足了
周边部分群众的就业需求，帮助贫困
户脱贫致富，林某作为企业设备维修
主管对企业生产比较重要。当地政府
和企业都希望我院对林某依法从轻处
理，不予起诉。该企业也是我院服务
的民营企业之一，检察长安排我和孙
伟春与企业、被害人亲属沟通，但被害
人家属不同意对林某不起诉。我们依
法对林某提起公诉，适用认罪认罚制
度，建议法院对林某判处有期徒刑缓
刑。
”该案承办检察官段丽鹏说。
检察官问林某：
“ 判决生效后，有
没有按时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目前
工作生活中是否有什么困难？”
林某平静地说：
“我对因过失发生
交通事故给被害人亲属造成伤害感到
非常后悔，感谢检察机关建议法院判
处我有期徒刑缓刑，让我不至于与亲
人分离，
还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