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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检察机关首届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圆满收官

贺恒扬为10名“业务标兵”颁奖
记者

舒楚寒

■ 重庆法治报 重庆长安网
通讯员 晏 晶 刘祚洋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质量建
设年”目标任务要求，
切实提升新形势下公益诉
讼检察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水平，9
月 16 日至 21 日，重庆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机
关首届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来自全市三级
检察机关共 34 名选手齐聚国家检察官学院重
庆分院，开展了 6 天 5 场的同场竞技，10 名“业
务标兵”及 10 名
“业务能手”
脱颖而出。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贺恒扬出席决
赛法治宣讲环节，并在颁奖仪式上为 10 名“业
务标兵”颁奖。
颁奖仪式上，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梁田受贺恒扬委托，对首届全市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检察业务竞赛活动进行了总结点评。他强
调，本次竞赛是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条线第
一次综合大练兵、大比武、能力大检验。通过竞
赛，取得了以赛促练、以赛促改、以赛促学的良
好效果。全市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以更高政治
站位做好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以更实行
动举措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履职能力、以更优办
案质效推动公益诉讼检察高质量发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了解，本次业务竞赛立足公益诉讼检察
全流程办案实际设计赛程赛制，
共设置笔试、文
书制作、答辩、模拟法庭辩论、法治宣讲等 5 项
竞赛项目，旨在充分考察竞赛选手对公益诉讼
检察理论、办案综合素能、庭审辩论技能的掌握
与应用。不少参赛选手直言，本次竞赛时间跨
度较长，
考试科目覆盖知识面广，
既对自身的综
合业务素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是一场对体

能、意志的考验。
最终，
经过激烈角逐，
宋孝洪等10人获得
“公
益诉讼检察业务标兵”
称号，
张会苓等 10 人获得
“公益诉讼业务能手”
称号，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获
“优秀组织奖”
，
郝瑞获
“最佳法律文书制作奖”
，
沙
宁远获
“最佳论辩奖”
，
吕凯获
“最佳宣讲奖”
。
本次竞赛特邀请了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黄源彪，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吕琳，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王邦平，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河
长办副主任任丽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
员、副总裁、重报都市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刘长
发，重庆自然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高碧春，
江北区人大代表、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校
党支部书记谭强等嘉宾作为决赛法治宣讲环节
评委。市检察院 15 名特邀检察官助理也在现
场观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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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庆海事局涪陵海
事处强化对到港船舶船员的现
场监督检查，确保辖区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
据介绍，今年 6 月以来，涪
陵海事处已查处缺陷 134 项，
开航前纠正 36 项，行政处罚 11
项，船员违法记分 12 人次，开
展警示教育 75 人次，在一定程
度上打击了船舶船员违法行
为，规范了船舶配员和船员履
职，也从源头上降低了水上交
通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记者 叶惠娟 摄

巴南区启动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筑牢禁毒防线 守护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饶 果）9 月 20 日，在重庆
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巴南区召开
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动员部署会，这标志
着巴南区正式启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
作。
此项工作是促进毒品治理能力水平提升的
必经之路，是增强全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的务实之举。
近年来，巴南区多措并举开展厉行禁毒和
铁腕禁毒，禁毒工作总体呈现“三降三升”的良
好态势。今年，巴南区以综合治理突出毒品问
题为重点，
开展
“清源断流”专项行动，
共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 145 起，抓获毒品刑事犯罪嫌疑人
236 名，缴获各种毒品 1.2 万余克，全民禁毒意
识和禁毒满意程度持续提升，毒品问题治理取
得历史性成效。
据悉，此次创建活动持续 3 年（2022 年～
2024 年），巴南区将分步扎实推进工作。今年 9
月是第一阶段，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目标要
求和任务职责；第二阶段是从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7 月，对标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测评
体系，
全面推进各项禁毒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部
署落到实处；
第三阶段是自查自评阶段，
时间从
2023 年 8 月至 12 月，组织开展自查自评，量化

自评结果，
对于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及时
进行查漏补缺；
第四阶段是考评验收阶段，
时间
从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持续深化创建活动，
全面达到各项创建标准。
记者在会上获悉，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的测
评验收由基础考核、实地检查、禁毒工作群众满
意度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基础考核占分值比例
最大，
主要围绕毒品预防教育、吸毒人员服务管
理、毒品犯罪打击、禁毒工作责任落实等 6 个方
面进行。对此，
巴南区将成立“全国禁毒示范城
市”
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负责创建活
动的组织领导。

轨道交通执法部门专项整治轨道站点出入口乱停乱放

轨道出入口5米内停车可罚5000元
本报讯（记者 舒楚寒）国庆假期即将到
来，
为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
确保救援疏散
出入口的畅通，
日前，
交通执法轨道交通支队开
展了城市轨道交通出入口 5 米范围内停放车
辆、乱设摊点专项整治行动。
前不久，
交通执法人员在巡查走访中发现，
早晚高峰期间，5 号线幸福广场站出入口 5 米范
围内停放大量共享单车，对乘客正常通行与疏
散救援安全造成了影响。
经过多次勘察取证，确认摩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重庆安嗒嗒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哈智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3 家共享单车运营企
业，
存在对旗下共享单车还车点位设置不合理、
服务平台机制存在漏洞、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导
致共享单车违停成为轨道交通的顽瘴痼疾，违
反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第六项“禁止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 5 米
范围内停放车辆、乱设摊点等，
妨碍乘客通行和
救援疏散”
的规定。
交通执法轨道交通支队根据《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及第五十三条规
定（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 5 米范围内停
放车辆、乱设摊点等，妨碍乘客通行和救援疏
散，
运营单位有权予以制止，
并由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个人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 3 家企业分别作出了罚款 3000 元的行政
处罚，要求 3 家企业对照市区轨道线网开展自
查自纠，优化平台还车机制，合理设置电子围
栏，
加强近轨点位共享单车巡管力度，
还轨道站
点出入口“清净”。
9 月 22 日，记者在 5 号线幸福广场站 1 号出

口看到，
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已整改完毕，
市民
也纷纷表示出行体验大幅提升。
此外，
针对一些市民为图一时便利，
在轨道
通道口随意乱停乱放车辆、乱设摊点的行为，
轨
道交通支队组织执法人员在人流量密集的区域
持续进行常态化定时巡查，
对违规停放、摆摊设
点的市民进行劝导和普法教育，及时发现和纠
正不文明、不合规行为。
据悉，
此次行动，
轨道交通支队联合轨道交
通集团各运营单位，在两路口、朝天门、大学城
等 176 个车站、347 个出入口的醒目位置，张贴
了 5 米范围内禁止停车、摆摊的警示标牌，提醒
过往群众。
轨道交通支队提醒广大市民，请勿在轨道
交通出入口 5 米范围内停放车辆、乱设摊点，自
觉遵守停车秩序，
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两江新区：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9 月 21 日，在两江新区“安全大
检查 百日大整治”
新闻发布会上，
两江新区
安委办、产业局、应急局、消防救援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安全大检查 百日大整治”
行
动开展情况，以及国庆及重要时间节点安全
防范工作部署情况，
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重点
区域、
重点企业
“三查三治”
开展情况等。
据了解，在部署开展百日大整治专项行
动和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方面，两江新区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三查三治”，针对辖区建
筑施工、
城镇燃气、
道路交通、
地质灾害、
危险
化学品、工贸、消防等 7 大重点行业领域制定
“百日行动”
子方案。同时，
围绕重点行业（领
域）及“两重大一突出”
风险，
拉网式开展风险
隐患摸排、研判。自开展百日大整治行动以
来，全区累计检查市场主体 3220 家次，排查
隐患 7461 条，已完成整改 7249 条，正在整改
212 条，
整改率 97%。
在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中，两江新区已完
成 86.54 公里高压、次高压管道，561.23 公里
中压管道检验；累计查出燃气经营类风险隐
患 231 处（供）、
燃气使用环节风险隐患 209 处
（用），
均已完成整改。
在国庆和重要节点期间，两江新区将认
真做好燃气生产经营、安全使用等工作。持
续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排查、整治工作，强化
燃气安全监管执法，全面筑牢城镇燃气安全
防线。
此外，国庆期间，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
队将排查社会面火灾隐患，聚焦全区高层建
筑、地下工程、大型综合体、医养场所等重点
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同时，推动多部门组织
开展行业排查检查。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
的单位场所，依法进行处罚和临时查封；对
涉嫌违法犯罪的责任人员，依法移交司法机
关查处。
记者 唐孝忠

交通执法渝北区大队：

司机半路突发疾病
执法人员紧急送医
本报讯 近日，交通执法直属支队渝北
区大队执法人员在开展机场周边客运市场整
治期间，路遇一运送病人的驾驶员突发疾病
的“特殊求助”，现场执法人员迅速将患病驾
驶员及车上的危重病人紧急送医。
9 月 20 日上午 9 时 50 分左右，渝北区大
队勤务一中队执法人员在机场周边开展路
面巡查时突然发现，前方路面停靠的一辆小
型轿车上有一名女性驾驶员向路过的执法
车招手求助，执法人员赶紧停车上前了解情
况。
原来这名驾驶员准备送家里的老人去医
院住院，不料半路上自己也因低血糖病突然
复发，不能继续驾车前行，看到执法车辆经
过，
赶紧招手求助。
现场带队负责人立即安排执法人员代
替驾驶员，驾驶该车继续运送病人，同时还
安排了两名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车为该车开
道引导。在执法车一路鸣着警笛并闪烁警
灯的爱心护送下，病人所乘车辆以最快的速
度顺利到达渝北区人民医院，为病人赢得了
最佳救治时间。在得知两名病人都安然无
恙后，执法人员才转身离开重新投入到工作
中。
记者 舒楚寒

合川区铜溪镇：

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扫黑除恶工作常态
化开展，提高群众防范黑恶犯罪的意识和能
力，近日，合川区铜溪镇开展了《反有组织犯
罪法》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
传手册等方式，引导群众认识有组织犯罪的
法律概念、
《反有组织犯罪法》出台的重大意
义、制定目的等，同时详细讲解有组织犯罪、
黑恶势力组织等相关内容，鼓励大家积极检
举涉恶犯罪线索。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单 200 余份，
悬挂横幅 1 条，讲解 20 余次。通过宣传活动，
提升了广大群众对《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认知
度与知晓率，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和防范
能力。
通讯员 黄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