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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张新志 记者
武健）6月12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邢伟所作的关于全市公
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表决通
过了《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为促进我市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
供了有力保障。

《决定》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办理公益诉讼的重点领
域，检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使调
查权的具体方式。按照要求，全市各级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
组织和个人要充分认识检察机关开展
公益诉讼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站在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高度，切实增强接受法律监督的自觉
性，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

检察机关进行调查取证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企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应当积极配合；相关
行政机关应当协助检察机关进行检验、
鉴定、评估、审计、勘验取证等工作。今

后，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强与监察机关沟
通联系，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及办案协作
机制；加强与审判机关的联系，建立健
全公益诉讼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案件评
估、信息共享和责任追究机制的落实，
促进公益诉讼规范化开展。

此外，检察机关将采取发布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等方式大力宣传公益诉讼
工作，对于社会影响较大、人民群众广
泛关注的案件，及时发布案件信息，公
开案件办理情况，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决定》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把公益
诉讼制度纳入普法宣传教育范围，切实
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
识；各有关单位要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作为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予
以认真贯彻落实；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持
续加大对公益诉讼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力度。
据悉，2017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

共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870件，立案
706件，履行诉前程序633件，提起公益
诉讼案件23件，支持起诉1件。2017年
以来，全市检察系统实现环保类公益诉
讼共立案 424 件，履行诉前程序 375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71件。推动治
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部署为
期三年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活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
食品安全的基本需求。推动治理国有财
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的
突出问题，依法督促收回国有土地出让
金290万元，收回国有土地468.5亩；追
回危改资金53万元，追缴人防异地建
设 费 945.3 万 元 ，补 建 防 空地下室
14475.87平方米，避免其他国有财产损
失164.46万元。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依法维护公共利益
◆相关部门及个人要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
◆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及办案协作机制和公益诉讼联席会议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相关内容纳入普法宣传教育范围

6月 25日，邢台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民警为学生展示仿真毒品
样品。

国际禁毒日前夕，河北省邢台
市第八中学组织开展“健康人生
无毒生活”禁毒主题宣传活动，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禁毒知识、
展示仿真毒品样品等形式，让学生
认识到毒品危害，引导学生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
新华社发（朱旭东 邱洪生 摄）

本报讯（马银玲 宋国强）6月 19
日，在邢台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委员会办
公室，会宁镇董某终于拿到了被拖欠5
年的劳动报酬，一起因拖欠工资引起的
纠纷得到成功化解。

这是邢台县推行矛盾纠纷调处“三
网终结制”，打造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
升级版所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着眼深入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
落实落地，年初以来，邢台县全面创新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力推行矛盾纠纷

“三网终结制”。
“三网终结制”即：在农村调委会建

立第一道矛盾纠纷过滤网，按照每村
2-5名的标准配备民调员，共配备村级
调解员1500余名，对排查发现的矛盾

纠纷第一时间受理调处，坚持做到萌芽
遏制、源头化解；在乡镇调委会和个人
品牌调解室建立第二道矛盾纠纷过滤
网，配备专兼职调解员50余名，整合乡
镇司法所、一乡一法庭、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多方力量实行联合调处；在县矛盾
纠纷大调解委员会建立第三道矛盾纠
纷过滤网，聘请退休老干部、法律工作
者、调解能手担任县级人民调解员，对
各乡镇调处不成功的矛盾纠纷，及时介
入，组织法官、律师、专家和8个行业调
解组织调解员集体会诊，合力攻坚，全
面终结。通过主动担当，层层过滤，积极
稳妥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县级以下层面。

为确保“三网终结制”有效落实，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批示，在人、

财、物方面全力保障。分管县领导靠前
指挥，县财政专门列支20万元，保障县
级民调组织正常运转和奖励资金发放。

5月30日至31日，县司法局专门
邀请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非常帮
助》栏目帮大哥李玉斌授课，县、乡、村
三级调解骨干共计130余人参加了集
中培训。安排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委员会
专职调解员深入到西黄村、将军墓、北
小庄、皇寺等9个乡镇，对个人品牌调
解室、各村调委会的调解员进行业务培
训和现场指导，提升了基层调解员的能
力和水平。

邢台县还在全县推行“十八五五调
解法”（即：接待十要：要起身、要招呼、
要请坐、要平气、要问清、要讲明、要分

类、要指向、要定期、要送出；八种调解
法：直面对证法、背对背法、换人调解
法、剖事析理法、反证法、强压法、换位
法、善诱法；调解五步曲：澄清事实、调
前准备、直面说理、灵活用法、巩固成
效；结案五功：说、拿、引、推、问）进行
矛盾纠纷调解，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

据了解，“三网终结制”推行以来，
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拖
欠农民工工资纠纷 2 起，合同纠纷 2
起，伤害赔偿纠纷1起，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全县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矛盾
纠纷110余起，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第
一道防线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县的和谐
稳定。

邢台县：推行矛盾纠纷调处“三网终结制”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戴

静芳）近日，在全省司法行政戒毒
工作优秀单位评选中，市戒毒所荣
获“优秀戒毒所”称号。自此，市戒
毒所连续8年被省戒毒局评为“优
秀戒毒所”，连续6年被司法部授
予安全管理“六无”戒毒所称号。

近年来，市戒毒所坚持政治统
领，把准工作方向，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
领全局，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守
安全底线，夯实稳定基础，树立“场

所安全稳定是做好戒毒工作的根
本保障”的工作理念，狠抓安全研
判、隐患排查、安全防控、应急处
置、领导责任五项机制。推进统一
模式，做实戒治任务，坚持把教育
戒治作为主业抓牢抓实，扎实推进
统一戒毒模式建设，深化“四区五
中心”实体运行，以教育实效化为
要求，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升教
育戒治效果。完善保障任务，扎实
开展生活卫生管理等相关工作，为
提升场所生活卫生保障水平、提高
戒毒人员改造质量、维护场所安全
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市戒毒所

荣获全省“优秀戒毒所”称号

本报讯（记者杜烁）在市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联席会议的推动
下，日前，由团市委和市司法局牵
头开展的关爱青少年社区服刑人
员“彩虹计划”社区矫正服务项目
正式启动。

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是一个
特殊群体。“彩虹计划”通过推动政
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工组织参
与到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教
育矫治工作中，探索建立司法行政
机关侧重日常监管，社工组织侧重
学习教育、心理矫治、社会适应性
帮扶的工作模式，用“助人自助”的
社会工作理念、“去标签化”的教育
手段，帮助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发

现和改善自我，早日回归社会成为
守法公民。

启动当日，由团市委、市司法
局和桥东区司法局组成的项目组，
结合年龄、犯罪类型、文化程度、矫
正期限、男女比例等情况从桥东区
在矫人员中筛选出9人作为第一
批教育帮扶对象，市益襄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的专业社工制定了沙盘
治疗、小组学习、个案矫治、公益劳
动、家庭访谈五个方面的矫治计划。

据悉，“彩虹计划”还将通过法
制讲座和心理疏导相结合、教育和
帮扶相结合、团体讲座和个案跟踪
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持续推进矫正工
作，并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施。

我市启动“彩虹计划”
社区矫正服务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
胡玉生）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
持续严厉打击各类黑恶违法犯罪
活动，截至目前，共打掉恶势力犯
罪集团2个、涉恶团伙17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117名，破获刑事案件
92起。自2018年部署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市共打掉黑社
会性质组织3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23个、恶势力团伙63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788名，破获违法犯罪案件
683起。

据悉，在2018年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基础上，市公安部门确定
2019年扫黑除恶工作向六个领域
延伸，即向侦破大案、打财断血延
伸；向网络空间、新兴领域延伸；向
深挖幕后、打伞毁网延伸；向依法

惩治、快捕快诉延伸；向综合整治、
堵塞漏洞延伸；向固本强基、铲除

“土壤”延伸，确保打击触角全覆
盖、无遗漏。组织开展了以“化积
案、控风险、筑平安”为主要内容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百日会战”，重
点整治土地工程项目、交通运输、
民间借贷、涉赌场所等领域，重拳
打击“套路贷”“非法带车”“非法讨
债”以及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黑
恶势力。

全市公安机关严把每起案件
的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
建立了疑难案件会诊制度，对重
大疑难案件，商请相关司法部门
提前介入，指导办案、解决问题，
把每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
的铁案。此外，市公安部门还制定
了《公安机关落实“一案三查”工
作机制实施意见》，与市纪委监委
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涉
黑涉恶案件协作机制的实施办
法》，规范了线索移交、强制措施
采取、重大案件提前介入、证据完
善等工作，统一了执法思想，理顺
了协作渠道。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公安

机关共打掉恶势力犯罪
集团 2个、涉恶团伙 17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17
名，破获刑事案件92起

禁毒宣传

进校园

近日，市总工会邀请省特等劳模威县孙家寨
村党支部书记付宏伟给全体党员上主题党课，市
总工会全体党员到场听课。付宏伟被评为中国好
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全国最美志愿
者、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五届河北省道德模
范、省特等劳模，是基层的先进代表。付宏伟用自
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风
趣幽默的诙谐语言，给大家献上了一顿精神大餐，
让大家在轻松中接受教育，在乐趣中汲取养分。
大家一致认为，只要初心不变，一心为党为民，心
里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浑身有使不完的干劲，工作
中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纷纷表态，坚守初
心，担起使命，立足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业绩。

（本报记者张尧通讯员姚胜勇）

市总工会邀请省特等劳模上主题党课

河北燕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至
2019年6月25日参与承建施工南宫市东进街道路工程人
行道、人行道侧石及树坑石施工合同内容已履行完毕，我
公司承诺已完成本项目中所有农民工工资结算工作，如有
农民工工资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后果，
特此公告！

河北燕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8日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7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隆
尧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隆尧县科技局、农业局、水
务局、民政局、原光荣院、原国土大酒店、商务局、原工促局、县
委机关临街门市租赁使用权42宗；科技局、原光荣院、原国土
大酒店（不含临街门市）整体租赁使用权3宗。有意竞价承租
者，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于2019年7月5日至7月6日到隆尧
县柴荣大街联通公司对过凤山茶报名并办理竞买手续。

展样时间:2019年7月5 日至7月6日
联系电话:0319-2211060 18032969166
公司地址：邢台市中华大街158号

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8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7月8日14时30分在邢
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邢台
县路罗镇邢左公路以南、河道以北、大营桥以西、鱼林
沟村东范围内堆积砂石料。竞买人资格要求：邢台县境
内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无违
法开采和盗采河砂等不良记录，有意竞买者请持企业相
关证件、法人身份证明和100万元竞买保证金回执单，
于2019年7月8日11时前（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到

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2019年7月5日、6日在标的所在
地展样，集体踏勘。

开户名称：邢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银行账号：1300165710805051144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邢台中兴支行
咨询电话：15612980003 13833959819

河北公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0日

拍
卖
公
告

我市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
大整治攻坚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各部
门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认真排查
整治各类问题隐患，现将发现的隐患
和问题曝光如下：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主控室高炉区及布袋除尘器煤
气报警控制器多处报警，处于消音状态；

2.炼钢控制室煤气报警控制器处
于设备故障、探头报警状态；

3.煤气柜及加压站部分电器未使
用绝缘防爆挠性软管；

4.加热炉主控台电视监控汽包、蒸
汽的画面不清，水位计液位玻璃管缺
失防护，上下限标识不清；

5.飞剪处防护装置不规范，易飞钢
处的轧机液压软管未采用金属丝编制
保护的软管。

我市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攻坚行动发现问题隐患清单

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正视和消除久坐的危害
久坐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十大致死致病的杀手

之一。可怕的是，现在社会许多年轻人为了生活每天坐在
电脑前工作，期间除了上厕所喝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
天下来，腰疼、肩膀疼其实都是身体抗议的信号。来看看
久坐对身体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久坐，会使抵抗力下降，尤其是上班族，长期久坐、长
时间盯着电脑，电脑有一定的辐射，会使身体的免疫系统
受损；会加剧肥胖，长期久坐不运动，会引发消化不良，容
易引发痔疮、便秘等问题；会使气血不畅，导致肌肉变得僵
硬，酸痛，萎缩，出现下肢浮肿，有气无力的问题，会使肌肉
失去弹性而发生痉挛；会使脊椎受损，尤其是长期盯着电
脑的人群，容易使腰部颈部背部慢性损伤，也容易引发腰
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久坐不动，血液循环减缓，则会导致大
脑供血不足，伤神损脑，产生精神厌抑，表现为体倦神疲，
精神萎靡，哈欠连天。若突然站起，还会出现头晕眼花等

症状；久坐不动血液循环
减缓，日久则会使心脏机
能衰退，引起心机萎缩。
尤其是患有动脉硬化等症
的中老年人，久坐血液循
环迟缓最容易诱发心肌梗
塞和脑血栓形成；久坐不
动对女性的危害更大，会
引起血液循环不畅，使卵

巢缺氧，导致卵巢出现早衰问题，还会使更年期提前出现；
增加患癌风险，研究发现，久坐会增加罹患各种癌症风险，
肺癌发病率增加54%，子宫癌增加66%，结肠癌发病率增加
30%。如果消除久坐行为，结肠癌、子宫内膜癌、肺癌等疾
病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预防；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研究
发现，相比于每天坐不到6小时的人来说，坐得时间更长的
人患上糖尿病可能会翻倍；导致下肢静脉血栓，长期久坐
容易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部分高危人群（如长期吸
烟者）在久坐后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可出现走路疼痛、
跛行，严重者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危及生命。

如何降低危害呢？趁喝水，上厕所的空隙，进行适当
运动，散步或简单站立除了缓解背部疼痛，对提高工作效
率也有积极作用。应保持良好的坐姿习惯，不要跷二郎
腿。日常加强预防锻炼，可以采用小燕飞、平板支撑等姿
势来加强腰背部锻炼。如果已经出现腰部疼痛，就千万别
再盲目锻炼，使用具有支撑作用的靠垫帮助腰部分担一些
压力。当疼痛过于明显时，就表示应该就医了。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就让我们站起来活动活动
筋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