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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何彦
慧 雷纯剑 樊三利 ）“之前
每次从这里经过都提心吊
胆，担心电线杆会倒下砸到
人。 现在换了新电杆，再也
不用担惊受怕了 。 ”6 月 14
日，志愿者郑某对前来核实
整改的检察官说。

今年 4 月，志愿者郑某
通过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
台向宁远县检察院推送线
索，反映县区内某道路旁一
处电线杆倾斜严重，存在安
全隐患，威胁群众安全。 宁
远县检察院迅速行动，在进
行现场研判线索、调查取证
后，与宁远县科技和工业信
息化局进行磋商，并制发诉
前检察建议。 该局按照检察

建议迅速进行整改，更换了
新的电线杆，消除了这一安
全隐患。

此案是永州全市第 1
起通过 “益心为公 ”检察云
平台办理的公益诉讼 案 。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是
集公益诉讼线索提报 、评
估 、专业咨询 、参与听证等
功能于一体的互联网平台，
旨在以互联网思维吸引公
众参与，调动志愿者参与检
察公益诉讼热情，共同维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志愿
者可以通过平台向检察机
关提供公益诉讼线索，由检
察机关接力开展公益诉讼
检察监督，共同推动公益保
护。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小波）6 月 13 日至 15 日，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李沐率省
政府市场主体倍增工程调研督导第五组， 先后深
入双牌县、永州经开区调研市场主体发展情况。 督
导组以明察暗访、实地走访、召开市场主体代表座谈
会等形式， 了解该市惠企政策落实情况、 企业发展情

况，把脉会诊，指导企业纾困解难，推动市场主体倍增
提质。 永州市副市长李旦梅汇报相关工作情况。

督导组对永州市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取得的成
绩予以充分肯定。 督导组要求，要坚决贯彻国家和
省里“惠企纾困”政策，拿出科学可行的具体措施，
让市场主体享受到“真金白银 ”的实惠 ，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 要全面引导发展，在供电、供气方面
提供适当优惠政策，切实落实减税、降费 、退税政
策。 李旦梅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
于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举一反
三抓实问题整改，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全力推
动全市市场主体发展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通讯员 蒋荣城 卢
旭 杨靖）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1 周年，铭记党的光辉
历史， 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道县检察院机关党支部全体党
员和部分检察干警共 50 余人来
到李达故居 ，开展 “传承红色精
神 践行初心使命”迎“七·一”主
题党日活动。

道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曲军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

词。 随后，一行人对李达故居进
行了参观， 学习他的生平故事，
感悟他的革命精神 。 在参观期
间，曲军还为参加活动的人员上
了一堂题为《守初心、担使命 推
动道县检察院高质量发展》的党
课，教育党员同志要时刻牢记党
员身份 ，筑牢宗旨意识 ，并将其
化为行动自觉，推动道县检察事
业高质量发展。 最后，全体人员
到达永州清廉教育基地接受了

廉政教育。
今年以来，道县检察院秉承

党建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的理
念 ，开展 “五个一 ”清廉党建活
动， 结合本地丰厚的红色资源，
接受红色洗礼， 传承红色基因，
把红色印记深深烙入道县检察
人的精神之中， 做新时代忠诚、
干净 、担当的检察干警 ，做大做
强永州检察“动车党建”“道检车
厢”。

本报讯（通讯员 谭云华 肖
俊）双牌县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
诉讼职能，持续跟进县域内古树
名木保护落实情况，适时开展古
树名木保护情况“回头看”，确保
古树名木长势良好。 该院还加强
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扎
实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让绿
色文物焕发出新的生机。

享有 “中国第一银杏村”美
誉 的 桐 子 坳 风 景 区 有 银 杏 树
3000 多株 ， 百年以上树龄的有
217 株， 最古老的一棵树龄已达
1600 多年，胸径 1 米多。 “奇怪，
三四月本应是树木枝叶茂盛的
时候 ， 这些银杏树怎么枝叶枯
萎、叶子掉落呢？ ”今年 4 月，双
牌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警在
下乡办案过程中，听到周边群众
发出这样的质疑声 。 经现场查
看，干警发现落叶的几株银杏树
为 300 年到 500 年树龄的古银
杏树 ， 青色的银杏叶铺满了地
面 ，树枝末端枯萎 ，落叶落果严
重。 为了查清原因，双牌县检察

院第一时间邀请林业专家赴现
场踏勘诊断，确定是银杏超小卷
叶蛾危害所致。 经过全面筛查，
共有 767 株银杏树遭遇病虫害，
必须及时采取抢救 、治理 、复壮
等措施。

今年 4 月 29 日， 双牌县检
察院向县林业局发出对古树名

木受病虫害侵袭急需治理的检
察建议。 县林业局收到检察建议
后 ，高度重视 ，迅速启动古树名
木保护专项行动，采取一系列措
施进行病虫害防治和复壮。 经过
治理后 ，经抽样检查发现 ，虫口
减退率 92%、杀菌率 10%，防治
效果优秀，达到了预期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谭碧玉 唐
明华）6 月 21 日，永州市总工会
督 导 组 一 行 来 到 禁 毒 联 点 单
位 东 安 县 鹿 马 桥 镇 开 展 实 地
督导 。

督导组认真查看了鹿马桥
镇禁毒工作资料和台账，听取禁
毒工作情况汇报。 督导组对该镇

禁毒工作给予肯定，同时要求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压实责任，
时刻绷紧禁毒工作这根弦，做好
做实禁毒工作；进一步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尤其
是在第 35 个“6·26”国际禁毒日
到来之际，打好线上线下宣传组
合拳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 “禁

毒宣传进万家 ”活动中来 ；进一
步加大与相关部门对接，做好涉
毒人员的摸排管控，定期做好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尿检、毛发
检测工作， 及时防范外流贩毒
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力争今年
完成 “禁毒重点关注乡镇 ”摘
帽 。

省政府调研督导组在永州调研市场主体倍增工程

让市场主体真正享受到实惠

传承红色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
道县检察院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双牌扎实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银杏古树。

永州市总工会开展禁毒联点督导

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蒋振
飞）6 月 17 日， 永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召开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推
进会 ，总结前段工作 ，对下
一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
署、再推进。 该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吴跃归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自今年 4 月
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项行动以来，全市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履职， 加强监管，
严厉打击，成效显著。 截至
目前 ， 全市系统共检查食
品 、 保健品生产经营单位
2232 家次，立案 10 件，办结

3 件，罚没款 4.8 万元。
会议要求 ， 要高度重

视，深刻认识开展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
要明确职责， 依法履职，严
查涉老食品、保健品违法生
产经营行为，严惩养老诈骗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诈骗案
件。 要加强宣传，创新方法，
多措并举，在全社会形成浓
厚宣传氛围，帮助老年人提
高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
力。 要形成机制，统筹谋划，
常态推进， 强化信息报送，
强化重点督导，强化打击整
治，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

蓝山查处一起网络传播淫秽物品案
本报讯 （通讯员 杨雄

春 ）近日 ，蓝山县公安部门
对一起网络传播贩卖淫秽
物品案进行了立案侦查。

今年 5 月上旬，蓝山县
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
人在网上贩卖淫秽视频 U
盘。 接到举报后，警方根据
线索锁定塔峰镇一家文具
店 ， 查获了一批淫秽视频 U
盘和网店交易账号，并将犯罪
嫌疑人黄某及其同伙曾某传
唤到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查， 两个多月前，黄
某为了赚快钱，抱着侥幸心
理，伙同曾某注册网店贩卖
淫秽视频 U 盘， 非法牟利。

该县 “扫黄打非 ”办与文化
执法大队、公安部门联合开
展 “扫黄打非 ”专项整治行
动 ， 发动社区群众积极举
报，黄某的非法行为很快露
出了马脚。 警方在黄某的文
具店缴获存有淫秽视频的
U 盘 10 余个、 登陆网店操
作交易的电脑一台，并锁定
其上线进货渠道和下线购
买人 300 余人。

下一步，该县扫黄打非
办将协调文化执法大队和
公安部门对案件进行深挖
打击，以净化文化出版市场
环境 ， 营造纯净的网络空
间。

借力云平台消除群众身边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