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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黔南

本报讯 近日，独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下司镇大黑寨水库路段发生交
通事故，有人受伤，请出警处置。该大队麻尾责任区
中队值班民警迅速组织警力赶赴事故现场，并及时联
系120救护人员。

民警现场看到一辆二轮电动车侧翻在路边，车上
物品散落一地，而驾驶员和同乘人员则跌落在 2米多
高的路坎下，两名伤者因伤不能动弹，被困在桥下的
小水沟里。一名伤者身体下半部浸泡在水中，嘴里满
是鲜血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因当日气温较低，浸泡在
水中的两名伤者身体瑟瑟发抖，情况危急，而此时
120急救人员还未赶到现场。民警先将受伤较轻的伤
者扶到田坎上，然后在确保不对受伤较为严重的伤者
造成 2次伤害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合力把伤情较重
的伤者抬到安全地带，让其平躺在草地上。

120 医护人员和闻讯而来的家属赶到事故现场。
医护人员在查看伤者并进行紧急救治处理后，民警协
助医护人员伤者抬到救护车上，让 2名伤者得以及时
送医救治。

据了解，电动车驾驶人叫某某仙，与同乘人员某
某萍是亲姐妹，两姐妹邀约到镇上去赶集，在返途
中，因姐姐某某仙驾驶中操作不当，导致电动车撞到
路边的护栏，而两姐妹在惯性的作用下，双双跌落到
2米多高路坎下，幸好路过的群众发现并及时报了警。

经医院反馈，两名伤者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
险。

（本报记者 李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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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检察公益诉讼的知晓
度与参与度，让公益诉讼更好地服务群众，近日，罗甸县
人民检察院干警以进村开展帮扶走访为契机，走进罗甸
县边阳镇董王村开展公益诉讼宣传活动。

“公益诉讼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如果你们发现身
边有破坏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公共生产安全等方
面侵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欢迎拨打

12309 检察服务热线向我们检举。”检察干警向村民们
说。

“检察院主动走到我们家门口搞宣传，说明是真心
为我们好，今后我们会好好担负起公益诉讼监督员这一
光荣职责，发现线索积极向检察机关反映。”村民们说。

此次宣传活动，检察官们通过进门入户普法的形
式，向当地农户介绍“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机关

办理公益诉讼监督范围、工作流程”等相关规定，让人民
群众对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激发群众
关注和参与公益保护的热情，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
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今后，该院将充分发挥好公益诉讼职能，为人民群
众送去更优质的法治宣传产品，加强与人民群众携手聚
力，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黄丽）

罗甸县检察院

进村入户开展公益诉讼宣传活动

本报讯 11 月
17 日，惠水县人民
检察院举行检察开放
日活动，邀请了惠水
县摆金镇、断杉镇 2
个镇办的工作人员以
及村支两委 20 余名
代表参加。

代 表 们 参 观 了
“12309”检察服务中
心, 未 成 年 被 害 人

“一站式”询问、救
助中心,检察长接访
室,刑检办案区、陈
列室等，让代表们了
解了 12309 检察服务
中心是全国检察机关
统一对外的智能化检
察为民综合服务网络
平台。该平台通过

“网站、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和检察服务热
线”4种渠道，向社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一
站式、综合性”检察服务，真正实现了“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检察服务。

座谈会上，检察干警向参会代表详细介绍了
该院基本情况和今年来的检察工作情况，汇报了
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取得的成
效，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讲解了新时代检察机关
的“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并行发展的新格局。

代表们对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建设、公益诉

讼、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检察建议、新媒体宣传
等方面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检察机关如何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好服务、更优质法治产品等方面提
出意见和建议。希望检察机关在生态、民事、未
成年人检察方面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创
新检察工作的宣传方式，为建设平安惠水贡献检
察力量。

图为代表们在参观“12309”检察服务大厅。
（王艺衡 摄影报道）

惠水县检察院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拓展服务企业渠道，
提升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质效，近日，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组织开展了送法进企业活动，不断推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该院干警先后走访了三都落椿实木加工厂等县城周边
企业，参观了生产车间、厂房等，与企业负责人和主要管
理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认真解答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遇到
的法律问题，宣传了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以及在保护
企业家方面的措施，普及林业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公益司法
职能，并详细记录企业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和反馈的问
题。

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努力把企业的
难题当作深化法律监督的课题，常态化开展服务保障活
动，主动对接企业司法需求，实行“点对点”精准服务，

“实打实”深度服务，全力以赴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努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图为检察官在木材加工厂宣传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摄影报道）

三都检察院送法进企业

本报讯 近期，荔波县人民检察
院积极主动与荔波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沟通联系，并来到县烈士陵园及各
乡镇开展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
作。

通过排查，发现荔波县甲良镇烈
士陵园集中安葬有 5 名烈士。长期
以来，因管理不力，陵园存在无保护
标志及管理制度、园内场地凌乱未硬
化、设施损毁、通园道路阻塞不畅、园
内场地杂草丛生、烈士墓散乱在草丛
中、甚至园内还存在当地群众亲属的
坟墓等问题。茂兰镇两所烈士墓（其
中一所红军烈士墓为州级革命文物
保护单位），零散坐落在茂兰中学侧
面边坡围墙下，未设立烈士纪念保护
标识，地势狭窄不平，同时有一所烈

士墓墓体部分垮塌、墓碑碑文因长期
风雨侵蚀，墓碑老化字迹不清，有损
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不利于广大
群众纪念、瞻仰、缅怀英雄烈士和宣
传革命先烈事迹，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荔波县检察院向县相关部门及
乡镇人民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得到了
荔波县军人事务局及相关乡镇人民
政府的高度重视，积极争取上级及县
财政资金 23 万余元，对甲良镇烈士
陵园在原址上进行重新规划建设，在
茂兰镇重新选址新建纪念设施，将两
所烈士墓搬迁集中管理。目前新建
陵园已基本完工，陵园宽敞规范整
洁、庄严肃穆。 （王廷贵）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不到位
检察建议助推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 11 月 17 日，长顺县人
民检察院联合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对
办案过程中依法扣押的一批野生画
眉鸟放生。随着鸟笼的打开，一只只
鸟儿欢快地挣脱束缚，飞向山林、飞
向大自然。工作人员随后将鸟笼一
同销毁。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
高地。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
在啼。”从古诗词中便可见画眉鸟的
叫声十分动听，因此自古以来便是

“鸟友圈”中的宠儿，但自今年 2 月
起，画眉不能再成为“笼中鸟”。

2月1日，国家林草局和农业农
村部联合发布新版《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新增517种（类）野
生动物，画眉鸟、百灵鸟等数十种在
我国有着久远养殖、观赏历史的鸟
儿晋级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这意味着，此后针对这类野生动物
的捕猎、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等行
为都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在长顺县境内，居住在代化、敦
操等乡镇的少数民族拥有养殖鸟儿
的传统，而画眉便是最具人气的一
种。长顺县检察院结合“公益诉讼守
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工作，依法向
长顺县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
履行好自身职能，对长顺县境内存在
的危害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进
行查处，并联合公安机关对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严厉打
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严厉打
击非法“捕、运、售、购、食”各环节，维
护生态安全。

（杨如愿）

长顺县解救放生画眉鸟

本报讯 为有力地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净化社
会治安环境，近日，我州公安机关成功捣毁独山县、罗
甸县两处赌博窝点，抓获涉赌人员 60 余人，收缴赌资
20多万元。

近日，独山县公安局影山派出所民警在开展社会
面治安管控巡逻时，发现影山镇桑麻村白鸡坡路段有
几十辆可疑车辆停靠。根据前期摸排与群众举报线
索，民警着便装进一步侦查，最终确定系前期摸排的流

窜于影山镇、麻万镇的野外流动赌博窝点。
独山县公安局专门组织侦查中心、网安大队、治安

大队、影山麻万联动区、百泉派出所联合办案，对赌博
窝点开展合力抓捕工作。便衣民警深入摸排，外围民
警拉开密捕网，在发现可疑车辆有离开现场的迹象时，
便衣民警与外围民警当机立断截停车辆，当场抓获涉
赌人员30余人，收缴赌资20余万元。

11月 12日晚上，罗甸县公安局边阳派出所民（辅）

警在辖区开展冬季防火、交通安全、预防电信诈骗知识
宣传时，发现栗木村某居民楼有不明车辆和人员聚集，
进出频繁，民警乔装到周围侦察，确定有几十人聚集在
一起赌博。

边阳派出所全体民（辅）警雷霆出击，一举将该赌
博窝点涉赌人员32人全部抓获，现场缴获赌具若干，赌
资3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我州公安机关成功捣毁“两赌窝”
抓获涉赌人员60余人，收缴赌资20多万元

本报讯 “办好了，您打开来看
看……”近日，贵定县公安局新巴派
出所民警将患有新生儿溶血症的婴
儿户口簿、出生证明、情况说明等一
系列证件交到陈女士家人手中。

之前，贵定县新巴镇产妇陈女
士，在贵定县医院产下一名女婴，一
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出乎意料的
是，孩子竟患有“新生儿溶血症”。
因为父母都是稀有血型，孩子的血
型也为“熊猫血”。由于爷爷奶奶年
纪较大，陈女士处于待业中，而孩子
的父亲又不在家，新生儿的情况对
于本就困难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
霜。

婴儿出生后，陈女士家里已凑
了1万余元医疗费用于抢救。面对
接下来的高额治疗费用，陈女士一
家束手无策，于是向民警求助。接

到求助电话后，贵定县公安局新巴
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陈女士家中了
解情况。

因为新生女婴还没上户口，无
法办理医疗保险。民警先上户，再
申请医疗保险，不能耽误孩子的治
疗时间。此时的陈女士正在“坐月
子”，孩子的爷爷奶奶则医院、家中
往返跑照顾陈女士和孩子。民警立
即将户口簿、出生证明、情况说明等
一系列所需的材料带回派出所着手
办理。办理好上户手续后，民警又
及时联系新巴镇政府工作人员，为
女婴录入医保信息。

当日中午，派出所民警就将已
办理好的户口本送回至贵定县陈女
士家中，为女婴顺利治疗增添了一
份保障。

（本报记者 李庆红）

新生女婴危在旦夕 民警办证争分夺秒

本报讯 11月 14日，贵定县公安局
大院气氛热烈，20余台贴有“热烈欢迎
宝贝回家”红布标的汽车一字排开。家
住贵定县金南街道解放路的田某中、许
某华夫妇，在无数亲朋的陪同下，与自
己阔别34年的儿子相认。

“团圆行动”开展以来，贵定县公安
局组织专门力量，加大力度开展查找历
年失踪被拐儿童工作，并完善当地被拐
卖及失踪儿童信息，积极主动加大排
查、采血力度，全力加强Y-STR系统信
息完善等工作。

9 月 1 日，贵州省 DNA 实验室传来
消息，贵定公安局送检的田某中、许某
华夫妇DNA样本与福建省一名男子张某
福的DNA样本高度吻合，田某中、许某
华夫妇2人为张某福生物学父母。

贵定县公安局在福建省晋江市公安
局的大力协助下，分别联系到田某中、
许某夫妇及张某福，再次到两地公安机

关采集血样复核，同时对该夫妇多年前
失踪儿子的情况与张某福的情况反复核
对，确认张某福就是田应中、许本华夫
妇失踪34年的儿子。

在贵定县公安局和福建警方的安排
下，张某福抵达贵阳市龙洞堡机场。在
人们的焦急等待中，张某福在两名民警
的陪同下走出出站口，与期盼已久的姐
姐和哥哥相认。

认亲仪式在贵定县公安局举行，公
安局大院热闹非凡，站满了前来迎接的
亲友。张某福的父母紧紧抱住失散多年
的儿子热泪盈眶。7岁时与父母走散，天
各一方，34个春秋的思念化作幸福的泪
水。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定县公安局
在“团圆行动”中已成功寻回失踪人员5
名，帮助5个家庭团圆。

（本报记者 李庆红）

孩子失散34年 DNA比对找回

本报讯 近日，黔南高速交警
五大队接到报警，称安福高速一小
货车发生事故，侧翻后货物撒满道
路，影响交通，请求出警处置。

该大队4名民辅警立即赶到现
场，发现一辆小货车侧翻横于快车
道与慢车道上，路面全是散落的金
黄稻谷。交警立即在现场后方设置
安全警示区域，并对散落的稻谷进
行及时转移。

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大部分
稻谷得以挽回。经询问得知，驾驶
员王某某同其母亲从附近乡镇收购

稻谷后，欲运送回老家。由于货物
在车厢内的惯性左右摇摆，导致车
辆失控造成侧翻，所幸未造成人员
伤亡。

黔南交警提示：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时，要第一时间放置
安全标识，同时迅速撤离到高速护
栏外，并及时报警，避免造成二次
事故。车辆打滑失控时，一定不能
猛打方向，要通过点刹的方式使车
辆减速，靠边停车。

（本报记者 李庆红）

金黄稻谷撒满地 交警齐心挽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