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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我国正在开展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是摸清我国人口
家底的重要手段，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和政策体系，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迫切需要。 ”株洲市石峰区统计局
负责人介绍，目前，石峰区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先行推进专项试点工作
5 月 13 日， 石峰区统计局党组书

记、局长、区人普办主任田亮一行深入
清水塘街道沈家湾社区， 专题召开专
项试点工作部署暨座谈会。 清水塘街
道、 沈家湾社区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参加会议。 会上，田亮对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专项试点工作作了部署安
排， 对社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
答， 听取了街道和社区对试点工作提
出的相关建议。 田亮说，区、街道和社
区要加快推进普查专项试点工作 ，攻
坚克难，限期完成试点工作任务。 各级
人口普查机构要严格按照试点方案及
时间节点全面做好工作， 为正式普查
奠定良好基础。

全面启动“第七次人口普查”
6 月 24 日上午， 石峰区召开第七

次人口普查工作布置会， 区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田亮主持会议 。
区直相关部门及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
参加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 《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方案》 和上级有关人口普查工
作文件精神。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
街道必须按照市人普办联合发文和

《关于认真做好株洲市石峰区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
按照进度安排，深入推进宣传、户口整
顿等工作， 依法履行普查法定职责与
义务， 为确保全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工作深入人心， 严格按进度要求有
序高效完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会上， 区人普办还就如何加强宣
传、 如何划分普查小区和绘制普查小
区图等具体问题和下一步工作重点进
行了详细指导； 还就如何提高数据质
量、 优配普查队伍等工作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座谈与交流。

开展业务培训对接协调
9 月 3 日，石峰区人普办重点对辖

区内 10 余家大中型企业公寓宿舍的
摸底进行“七人普”普查工作培训。 培

训会上 ，田亮对企业 “七人普 ”摸底工
作提出了要求， 区人普办对人口摸底
普查表上的指标逐项进行讲解， 并与
企业进行交流、答疑。 相关街道人普工
作联络人到会并和辖区内企业进行对
接。

9 月 10 日-11 日， 石峰区人普办
协调相关街道、 社区普查人员和株洲
机务段 、白马垅戒毒所 、株洲北站 、株
冶集团等企业 ，进行了 “七人普 ”工作
对接。 田亮会同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
带领街道工作人员上门和企业进行面
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提高了企业对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重要性的认识 ，和
对人口普查工作配合的能动性。 为“七
人普” 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张升来 晏蕙

近日， 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道禁
毒办联合桂花司法所， 组织社区服刑
人员参加集中再教育学习同时开展禁
毒知识培训。

会上， 司法所负责人讲解相关毒
品知识 ，就什么是毒品 、毒品的种类 、
毒品的危害， 为什么吸毒容易上瘾又
不易戒掉、导致吸毒的原因有哪些、我
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和应
承担的刑事责任 7 个方面向大家进行
了细致的讲解。 社工向服刑人员分发
了 “新型毒品 ”“全民动员 ，参与禁毒 ”
宣传册，同时进行了禁毒知识考试。 通

过此次培训， 社区服刑人员深刻认识
到应该从思想、 行为上转变， 提高认
识 、服从管理 、认真改造 ，积极参加教
育学习、参与禁毒斗争。

为充分发挥禁毒公益宣传片 《别
让 “我以为 ”变成 “我后悔 ”》的教育警
示作用，桂花街道积极组织，以多种方
式开展该宣传片的动员观看工作。 全
区域覆盖各村（社区）便民中心大厅反
复播出。 依托城市广场巨型屏幕、各广
播站、“村村通”大喇叭、流动宣传车等
载体广泛播放。 发动组织各村（社区）
党员干部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让

居民更直观、更全面地了解禁毒知识，
提升禁毒观念，形成全民关注、全社会
广泛参与禁毒工作的良好氛围。

此外，为促进复工复产，加大禁毒
防疫知识普及的范围，年初，桂花街道
在东部美的城项目工地开展助力复工
复产 “禁毒和防疫 ”宣传活动 ，给企业
职工宣传禁毒防疫知识。 通过简单易
懂的宣传方式深入企业、贴近企业，从
而引导企业职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 ，远离毒品 ，促进疫情平稳过渡 ，为
复工复产打好基础。

张升来 彭运秋 易水金

本报讯（通讯员 文斯佳 丁思琦）
为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近日，渌
口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危险驾驶（醉
驾 型 ） 刑 事 案 件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
（2015-2019）》。

白皮书全面梳理了近 5 年来办
理的涉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 ， 总结
了此类案件的常见类型 、 特点及趋
势 。

白皮书显示 ，2015 年-2019 年 ，
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的醉驾案件 230 件 230 人 ，起诉 204
件 204 人 ， 犯罪嫌疑人以农民工和
务工人员为主 ， 男性占九成多 ，女
性 1 人 。 春秋两季是渌口地区醉驾
案发高峰期 。 肇事车辆类型中 ，69%
为二轮摩托车 ，27%为小型轿车 。

针对上述刑事案件特点 ， 检察
院积极探索建立危险驾驶案件集中
办理机制 ，通过加强与公安机关 、法
院工作协调 ，实现集中送案 、集中受
理 、集中起诉 、集中开庭 ，从而实现

危险驾驶案件集中快速办理 ， 减少
被告人诉讼参与时间 ， 及时惩治犯
罪 ，有效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
源 。 同时保障当事人权利 ， 积极推
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化解社
会矛盾 。 数据显示 ，2019 年办理的
82 件醉驾案件中 ，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处理的案件率达 100%，提出公诉
的案件根据从重 、 从轻情节提出精
准量刑建议率达 100%，法院采纳量
刑建议率达 95%以上 。

茶陵检察院开展迎双节
专项安全防范检察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冯田）9 月 27 日上午，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监管场所安全防
范检察工作，茶陵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对县看守所 、社区矫正中心 、指定监视居住
场所开展节前安全防范检察行动。

督查组一行先来到县司法局，召开双节
期间社区矫正工作部署座谈会，了解社区矫
正人员的管理情况。 随后，到县看守所深入
在押人员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对相
关场所进行拉网式大排查，当场提出纠正意
见，依法督促整改工作。 最后，在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场所检查指定监视居住嫌疑人的律
师会见、生活起居、医疗卫生等情况。

西藏山南市检察机关
来渌口区考察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江鹏) 9 月 29 日，西藏
自治区山南市人民检察院副县级检察员扎
西旺堆 、扎囊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揣丽颖等一行 6 人，到株洲渌口区检察院
考察交流检察工作。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唐秉成一同考察。

一行人参观了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案
件管理中心 、未检办案区等 ，双方召开检察
工作交流会。 座谈会上，渌口区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凌辉介绍了 2020 年检察工作
情况，着重介绍刑检部门集中力量办理大案
优案的工作经验、民行部门争先创优的工作
思路，总结落实最高检 “一号检察建议 ”、加
强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工作成绩。 双方还就
如何做好远程提审 、 民事行政执行检察监
督、业绩考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

揣丽颖感谢株洲市两级检察机关给予
的支持和援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学
习。

唐秉成表示，要一如继住地加强对口支
援检察院的工作力度，持续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 希望双方加强联系，强化业务工作沟通，
进一步提升检察工作成效。

冲动打架致人重伤
涉故意伤害被公诉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思 邱子烨）近日，
攸县人民检察院因犯罪嫌疑人郭某涉嫌故
意伤害致人重伤罪 ， 向县法院依法提起公
诉。

今年 8 月 1 日，郭某为其岳父的三轮车
修理问题与油漆店老板罗某发生争吵，随即
发生肢体冲突。 两人在推搡过程中，郭某从
车后备箱中拿出一根铁棒球棍，打向罗某头
部，致罗某颅内出血。 经司法鉴定，罗某的伤
情为重伤二级。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郭某故意伤害他
人，并致人重伤，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234
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郭某的一时冲动，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
灾，还要向罗某支付高达百万元的医疗费和
后续康复费用等民事赔偿。 面对无法解决的
冲突和矛盾 ，市民可拨打 “110”报警寻求帮
助，切忌私自采取暴力手段 ，否则代价太沉
重了。

石峰区统计局召开“七人普”工作推进会。

专项试点先行 培训沟通推进

石峰区“七人普”工作有序开展

桂花街道禁毒教育全覆盖

渌口区发布“醉驾”检察工作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