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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联动
打造“平安社区”

□河南法制报见习记者 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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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民服务、协助民警调解矛
盾、及时上报违法犯罪线索……这是周
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搬口
派出所辖区内恒大名都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李彪的工作日常。今天一大早，李彪
又穿上工装，和搬口派出所社区民警时
祖前一起在小区里排查安全隐患。

搬口派出所辖区位于城乡接合部，
随着城市化建设，该所发现曾经多发的
宅基地、地边、排水等类型的纠纷在逐渐
减少，而情感、噪声、欠薪、安置房分配等
纠纷却在大幅增长。

“环境变了，但是不断提升居民满
意度的中心工作没有变。”为了打通治理
堵点、解决群众痛点，切实解决矛盾纠
纷、风险隐患等治安问题，打造安全有序
治安环境，搬口派出所主动融入社会治
理大局，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汇聚多方资
源，以恒大名都小区为试点，打造了由社
区民（辅）警、社区干部、物业管理人员、
网格员、楼道管家组成的“警务+物业”
警民联动模式，同时组建了由社区民警
担任群主，社区工作人员、物业负责人、
辖区居民参与的小区警民联系群，线上
收集居民矛盾纠纷线索，便于及时调处。

前不久，时祖前辖区内，兄弟四人
因父母安置房归属问题发生矛盾，互不
相让，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在调处这起
纠纷时，时祖前通过警民联动模式，请来
社区工作人员、物业负责人，充分听取各
方意见后，与当事人谈做人、摆事实、讲
道理，最终，兄弟四人握手言和，达成了
协议。

“物业对我们的‘三零’创建有着不
容小视的作用。”时祖前说，民警和物业
的信息共享让矛盾纠纷调解变得更便
捷、更高效，居民的满意度也更高。小区
物业的工作人员常态化参与维护社区平
安稳定等工作，定期协助民警在小区内
进行治安巡逻、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安全
宣传，发现可疑情况会第一时间向社区、
派出所报告。

今年年初，恒大名都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发现有可疑人员在小区大门口逗
留，立刻将该线索发在该小区“警民一家
亲”微信群中，随后搬口派出所指派值班
民警前往处置，最终民警循线追踪，抓获
了意图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我省检察机关所办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河南法制报记者 吴倩

2020 年 6 月，被告人郝某甲
伙同辜某某雇用张某某等4人在
其经营的河南 A 润滑油公司厂
房中，未经品牌授权或委托加
工，通过自行调配并灌装的方式
生产品牌润滑油并对外销售。
同时郝某甲接受郝某乙委托，通
过自行调配并灌装的方式生产
郝某乙注册的“石虎”牌润滑
油。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检验，郝某甲生产的柴油机油、
汽油机油均不符合国家标准，系
不合格产品。

2020年6月至2021年10月，
郝某甲向郝某乙销售假冒品牌
及“石虎”牌伪劣润滑油共计627
万余元；其间，郝某甲还向段某、
赵某某等 15 名客户销售假冒品
牌伪劣润滑油共计91万余元。

2022年 3月、6月，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检察院先后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郝某
甲、辜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6月
30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
片区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处郝某甲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罚金四百万元；同日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辜某某
等5人五至七年有期徒刑，分别并
处罚金五万元。一审判决后，被
告人郝某甲等6人提出上诉。同
年 9月 30日、12月 10日，郑州市
中级法院分别作出二审裁定，均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应公
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针对公安
机关提出的问题，检察机关建
议从3个方面重点取证：一是查
明郝某甲是否有品牌方授权及
造假窝点的生产规模、厂房条
件，并查清制作润滑油的原料
来源以及调制润滑油的配方比
例。二是查找下级经销商，提取
经销商从郝某甲处购买的润滑
油并进行质量检验。三是对郝
某甲等人涉嫌生产、销售伪劣润
滑油的金额进行审计。

审查起诉阶段，该院要求
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完善证
据。针对郝某甲妻子辜某某拒
不承认其参与伪劣润滑油的生
产、销售行为，要求公安机关调

取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并通过技
术手段恢复辜某某与快递人员
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辜某某主
观明知生产的润滑油系伪劣产
品，仍按照郝某甲的安排予以生
产，构成共同犯罪。该院还开展
自行补充侦查，对张某某等在工
厂负责灌装、打包、寄递的工人
涉案犯罪数额及在共同犯罪中
的作用问题，会同公安机关调取
了物流运输单等证据数据，准确
认定张某某等工人的犯罪数额；
补充调查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
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
实张某某等工人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最后，法
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
意见。

能动履职 助高质量发展

（上接01版）低龄化的未成年人缺
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短视频和网络
主播大量毫无意义、满是魔性吸睛
言语的轰炸，不仅影响其语言体
系，更甚至会影响其三观的构建。
在网络“万物皆可娱乐化”的背景
下，此类“打标签”“踩高捧低”的攻
击语言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流行，其
带来的恶果不言而喻。

甚至还有故意抹黑造谣的网
络烂梗，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毒
害未成年人的语言污染现象，一定
程度上涉嫌违法。正如人民网所
举例子“鸡你太美”——是涉嫌违背
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不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烂梗。网络
中用明星图片或视频所制作的恶搞
视频，甚至涉嫌侵权。

我们不全盘否定网络语言存
在的合理性，网络语言本就是时代
发展的产物，要鼓励多元化表达，
倡导积极正面、接地气、有品位的
网络语言，但也要及时发现存在的
问题，对于低俗恶搞、缺乏正能量、
侮辱侵权的网络语言要坚决抵制，
更不能让网络烂梗毒害未成年
人。（作者单位：省高级人民法院）

坚决抵制网络恶俗烂梗 在“三零”创建工作中，搬口
派出所精耕细耘，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探索工作新模式，注重发挥
集体力量，群防群治，把多股力量
拧成绳，拓宽社区警务广度，实现
服务群众零距离，不断增强群众
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基层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打造出了一个个

“平安社区”。

蹲点感言

最高检3月14日对外发布6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制售
伪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
检察院报送的一例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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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严厉打击，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生产、销售伪劣
润滑油犯罪扰乱正常的市
场经济秩序，给消费者生命
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安
全隐患，检察机关应当依法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润
滑油的犯罪行为，切实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

注重诉源治理，依法能
动履职，提升综合治理水

平。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
中向当地公安机关制发检
察建议，建议加强对物流
企业监管、加大查处力度
等。检察机关注重发挥检
察建议在促进社会治理方
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推动
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履职，
加大监管力度，推动解决
刑事案件涉及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和社会治理问题，
为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贡献检察力量。

(上接01版)关于提请任命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组成人员职务的报告，书面听取
了省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报告审议
意见落实情况，决定将以上议题提
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 年至
2027 年立法规划（草案）》编制情
况的说明；研究了听取和审议省
人民政府关于“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及省市人大

联动开展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和《河南省乡村振兴
促进条例》贯彻执行情况的实施
方案，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
方案，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民事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实
施方案，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工
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开
展全省生态保护修复情况专题调

研的实施方案。
会议研究了关于 2023 年省人

大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安排，关于
2023 年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
任、秘书长接待代表日工作安排，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联系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关于举
办 2023年度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履
职学习培训班的工作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建议议程、日程。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主任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