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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啦！公益诉讼线索‘随手拍’
举报平台守护公共利益，等您来参与！”

“您可通过公益诉讼线索‘随手拍’举报
平台，以匿名或实名的方式上传照片或
视频进行举报。”2020年以来，不少网友
在“两微一端”平台看到来自多家检察机
关发布的公益诉讼线索“随手拍”举报平
台宣传信息。

目前，全疆 11个分州市检察机关已
先后推出公益诉讼线索“随手拍”举报平
台，引导群众以“有图有真相”的方式完
成对身边公益诉讼线索的举报。

线索发现是公益诉讼案件的先决条
件，线索的数量与质量决定办案的效果。
2020年以来，全疆检察机关创新方式，不

断挖掘“新三项”案件线索，成效显著。
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成立全疆首

家公益诉讼举报中心；克拉玛依市白碱
滩区人民检察院在该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挂牌成立检察公益诉讼联络室；柯坪
县人民检察院、温宿县人民检察院先后
聘任 77名公益诉讼联络员和 165名公益
诉讼监督员，积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来源。

截至目前，全疆检察机关共发现涉
及“新三项”公益诉讼线索767件。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持续在创新办

案方式上发力，通过圆桌会、磋商会、联
席会、听证会、诉前检察建议公开宣告等
方式，加大“新三项”案件监督力度，提升
办案质效。

阿克陶县人民检察院通过诉前检察
建议督促阿克陶县水利局依法履职，清
理奥依塔克冰川公园附近河道内的垃
圾，保障下游居民饮水安全。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通过
行政公益诉前磋商，督促行政机关解决
牧民架设围栏阻断野生动物饮水通道影
响野生动物迁徙的问题。

吐鲁番市人民检察院以公开送达检
察建议的方式，整治鄯善县七克台镇南
湖村奇石交易市场非法交易文物行为，
促成鄯善县政府出台《鄯善县文物保护
和市场整治工作方案》，有力维护了国家
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新三项’行动启动以来，全疆各级
检察机关共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767
件，立案 748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693
件，发出公告12件，向法院提起诉讼7件，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自治区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孙亮表示，“新三项”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将
持续发力，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
保障民生提供检察力量和法治保障。

我区检察机关全面推进“新三项”公益诉讼

一地一品牌 守护大美新疆

开展南山风景区保护专项行动，延伸“一号冰
川”保护；开展“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保护专项行动，建立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生态资源公益保护工作联络站；开展“工业遗产保护”专项
行动，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

2020年以来，全疆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以“新”补“旧”，以“外”补“内”，大力实施“雪山冰川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以下
简称“新三项”）行动，力争“一地一品牌”“一地一特色”，为文
化润疆、富民兴疆贡献检察力量。

20202020年年99月月，，温宿县人民检察院向公益诉讼监督员发放聘书温宿县人民检察院向公益诉讼监督员发放聘书。。胡滨胡滨摄摄

创新办案方式——确保案件质效

1领导带头办案
——发挥示范效应 2

3

促立法建机制
——形成保护合力

全面依法治疆进行时

□本报首席记者王晨

2020年6月，富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赛力克·乌木尔别克带领该院文物保
护线索排查小组，走访辖区各文物保护
区，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开启文物保护公
益诉讼之旅。

排查小组在走访自治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唐巴勒塔斯洞窟岩画时发现，用
于实施封闭保护的铁丝网多处遭到破
坏，且未设置文物保护提醒标牌及警示
语，人、畜可自由出入保护区域，文物保
护工作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此问题，富蕴县检察院立即启
动公益诉讼诉前监督程序，向文物保护
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其
全面履职，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领导带头办案，发挥“头雁”示范效
应，为“新三项”行动取得实效打下坚实
基础。

2020年 4月，“新三项”行动启动后，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成立
了以检察长李永君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该院第八检察部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自治区文物局征
求建议，向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生态
环境和野生动物专家咨询相关意见，制
定了《全疆检察机关开展“新三项”公益
诉讼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全疆15个分州市院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各自工作方案，成立了以检察长或书
记为组长的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李永君夜探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南昌路42号的巩宁城（老满城）城墙
遗址，发现城墙遗址遭破坏的案件线索，
交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并亲
自督办。

巩宁城城墙遗址是清代乌鲁木齐所
建规模最大的城池，是新疆多民族和谐
共存的历史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
历史和文化价值。为达到双赢，乌市检
察机关坚持依法监督与依法行政同向发
力，与乌市文化和旅游局（乌市文物局）、
巩宁城所在社区、警务站民警多次到巩宁
城踏勘，共同商讨可行意见。

目前，相关部门正对巩宁城城墙遗
址实施抢救性保护。

2020年以来，在“文物古迹保护”专
项行动中，全疆各级检察机关院领导实
地踏勘文物保护区 755处，13个分州市
院、93个基层院办理了文物古迹保护案
件，有力推进“新三项”行动顺利开展。

2020年8月，伊吾县林业和草原局、伊吾
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在该县莫
钦乌拉山又建成一处野生动物饮水点，确保
莫钦乌拉山深处的野生动物有水喝。

2020年以来，莫钦乌拉山新增40多处野
生动物饮水点，这得益于伊吾县人民检察院
与相关行政单位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日常
联络机制。

2020年4月，伊吾县检察院检察官得知，
莫钦乌拉山存在大量岩羊（又称北山羊）死
亡的情况，立即联系熟悉情况的牧民深入山
中实地查看。

经调查了解到，近几年该地因降雨、降
雪较少，春秋两季严重缺水，导致岩羊栖息
地部分岩羊死亡。

随后，伊吾县检察院向该县林业和草原
局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其采取相关应急救
助措施。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该县林业和草
原局立即组织人员调查莫钦乌拉山生态状
况，并联合多部门在山中修建人工水池、清
理深挖牧民弃井，通过引流自然水源、实施
人工降雨等方式解决野生动物饮水问题。

同时，伊吾县检察院和该县林业和草原
局、公安局森林派出所形成野生动物保护联
络机制，共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及其生存环
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在全面推进“新三项”行动过程中，全疆
各级检察机关凝聚力量争取支持，推动立
法，健全机制，形成保护合力。

2020年 5月，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积
极推动下，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雪山冰川、戈壁沙漠、绿洲草原、野生动植物、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公益诉讼案件。

该《决定》是支持和保障新疆检察公益
诉讼职能发挥的一项重要制度规范，《决定》
的出台也标志着全疆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进
入一个全面提升、崭新发展的阶段。

此外，在“雪山冰川保护”专项行动中，
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与该县法院、公安
局、自然资源局等9家单位会签《建立乌鲁木
齐县域内“一号冰川”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公
益诉讼工作协作机制》。在“文物古迹保护”
专项行动中，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文
物局会签《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
依法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意见（试
行）》，为各级检察机关与文物保护部门相互
配合、开展工作提供文件依据。

▲▲近日近日，，麦盖提县人民检察院麦盖提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与该县森林派出所民警把检察官与该县森林派出所民警把
两只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苍鹰两只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苍鹰
放归山林放归山林。。 李甜甜李甜甜摄摄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伊宁市人民伊宁市人民
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组实地踏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组实地踏
勘文物保护遗址勘文物保护遗址。。 张健张健摄摄

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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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法治政府建设，2019年启动第一批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地区评估认定，其中包括
福建省厦门市、四川省泸州市、北京市
海淀区等地。记者近日在这些地方走
访时发现，法治之路不断走深走实，不
仅在疫情中彰显制度优势，而且在长效
机制引领下，营商环境显著改善，简政
放权步履稳健，群众满意度不断攀升。

延伸“触角”
除了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厦门，

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成为吸引企业
落户重要原因。

“尽管企业规模并不算大，但有专
班市领导和各部门对接解决各种困难，
大到开辟新办公场地，小到员工生活问
题，一系列举措能够让企业扎根安心谋

发展。”瀚天天成电子科技（厦门）有限
公司总经理冯淦说。

回忆起去年年初复工首日的场景，
冯淦百感交集：“疫情导致的返工难困
扰很多企业，但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
都替我们解决了。50多名员工顺利返
回厂区复工，包车、包专列甚至包专机，
宿舍、口罩、额温枪都不用愁……”

瀚天天成是法治保障的受益者之
一。自 2015年起，厦门市启动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建设，以法治力量推动各领
域大刀阔斧改革。去年疫情期间，当地
政府组织人员分赴多家企业调研，出台
减税降费、贴息纾困等举措助力复工复
产。

无论是在应急状态下，还是在常态
化社会治理中，依法行政的“触角”延伸
至每个角落。

在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服务指
挥中心，十余个电子显示屏占据了一整
面墙，实时显示交通、市容、环境等领域
智能化场景，这是作为社会治理中枢神
经的“城市大脑”。

系统可实时提供动态监测、跟踪、
预警等服务，构建起各级行业管理部
门、属地管理部门、社会单元和公众四
位一体的立体化、常态化防控体系。

“基层治理过去依靠突击式执法，
部门之间各自为战，治标不治本。”海
淀区城市管理服务指挥中心主任李伟
说，为提升治理水平，海淀区综合运用
大数据技术，将多个部门的数据信息
实时共享，包含共用技术平台、城市管
理、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和城市交通五
大领域。

（下转2版）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夯实治理之基
——法治政府建设进行时

本报乌鲁木齐讯（记者 杨蕊）1月
12日，记者从自治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获
悉，喀什地区授予拉齐尼·巴依卡、木沙
江·努尔墩、王新永、王启鹏、努尔艾力·
吐尔洪、穆合塔尔·奥布力“喀什地区见
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个人为喀什地
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并发放奖励金50万元。

1月4日13时50分，喀什市喀什大
学院内一儿童在人工湖冰面玩耍时不
慎落水，拉齐尼·巴依卡等 6人不顾个
人安危，先后进入人工湖救助，落水母
子转危为安，“帕米尔雄鹰”拉齐尼·巴
依卡不幸牺牲。

为弘扬社会正气，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以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为榜
样，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美德，喀什地
区授予拉齐尼·巴依卡等 6人“喀什地

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奖励
人民币 50万元（其中，拉齐尼·巴依卡
20万元，木沙江·努尔墩 10万元，王新
永、王启鹏、努尔艾力·吐尔洪、穆合塔
尔·奥布力各5万元）。

此前，喀什地委决定，追授拉齐尼·
巴依卡同志“喀什地区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并号召全地区党员干部向拉齐
尼·巴依卡同志学习。

本报乌鲁木齐讯（记者 古雪丽）1月 10
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
法院决定授予83个单位“全国优秀法院”称
号，授予 97人“全国优秀法官”称号，追授 2
人“全国优秀法官”称号，授予 198人“全国
法院办案标兵”称号，我区共有 4家法院和
10名个人榜上有名。

其中，青河县人民法院、新和县人民法
院、伽师县人民法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
获“全国优秀法院”称号；英吉沙县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艾山江·吾布力、吐鲁番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张斌、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阿不
力孜·沙吾提、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梧桐人
民法庭庭长赵辉获“全国优秀法官”称号；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马荣、
库车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艾尼瓦尔·艾
则孜、伊宁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
判庭）副庭长陈思思、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和颖、北屯垦区人民
法院立案庭审判员李丽、阿拉尔垦区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邱书霞获“全国法院办案标
兵”称号。

我区各级法院将以受到表彰的优秀法
院、优秀法官、办案标兵为榜样，忠诚履职尽
责、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
一步提高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
质量和水平。

本报乌鲁木齐讯（首席记者 王晨）近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2020年度全国检察
机关监督办案成绩突出的30个办案团队和
49名办案检察官予以通报表扬。其中，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刘勇、乌鲁
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副主任张凯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热依汗·吾比力获得

“优秀办案检察官”称号。

我区3人获评全国检察
机关“优秀办案检察官”

我区4家法院荣获
“全国优秀法院”称号

拉齐尼·巴依卡等6人被授予
“喀什地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

拉齐尼·巴依卡 男，塔吉克族，41
岁，生前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提孜那甫乡护边员，全国人大代表。

木沙江·努尔墩 男，维吾尔族，
38岁，伊宁县英塔木镇英塔木村党支
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王新永 男，汉族，39 岁，喀什大
学后勤管理处职工。

王启鹏 男，汉族，37 岁，喀什市
公安局喀什大学派出所辅警。

努尔艾力·吐尔洪 男，维吾尔
族，33岁，喀什市公安局喀什大学派
出所辅警。

穆合塔尔·奥布力 男，维吾尔
族，31岁，喀什市公安局喀什大学派
出所辅警。

喀什地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名单

1月12日，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驻乌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
片区管委会天山建材社区“访惠聚”
工作队队员为快餐店的饮料杯贴上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单。

为提高群众识骗防骗能力，该
工作队联合社区司法警务室，在辖
区快餐店的快餐、饮料外包装贴上
防诈骗宣传单。“电信网络诈骗受害
人群以70后、80后、90后居多，他们
又是快餐、饮料的主要消费人群，这
种宣传方式更有针对性，效果更
好。”该工作队队长宋代军说。

本报记者单坤摄

“反诈”饮料杯

责任编辑 杨燕 齐琪

我区检察机关全面推进
“新三项”公益诉讼

一地一品牌
守护大美新疆

监护失当
应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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