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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有何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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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在线

梁园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李静向群众宣传禁止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和政策。 本报记者 王 冰 摄

永城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张峰与刑事执行检察局干
警一起为监管工作“把脉”。 本报记者 王 冰 摄

市民咨询：近日，市民周先生咨询律师：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有哪些规定？

国家一级律师、河南向东律师事务所主任崔向东答复：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二章对监督管理作了规定，其中第十

三条至第十六条内容如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国家环境保护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实
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
国家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规划，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生态
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
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
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对国家
环境质量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备案。国家鼓励开展环境基准研究。国务院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
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地方污染物排放
标准。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应当报国
务院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备案。本报记
者 王富兴 整理

春风轻拂，柳丝飘舞，绿色的田野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梁园区人民检察院干警李

静，今天借助这个舞台为大家宣传一下禁止非法种植罂粟
这个事儿。罂粟是毒品原植物，希望大家都不要种植，特
别是咱们老年人法律意识弱一些，有时随便在房前屋后、
田间地头撒一片籽儿，就长出好多棵罂粟，即使是为了蒸
着吃，也可能进拘留所，甚至是看守所……”

3月 22日，在梁园区王楼乡杨油坊村梨园戏台上，梁

园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李静面对前来看戏的群众，将
非法种植罂粟毒品原植物的危害及法律政策宣讲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

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是一项长期工程和行动，既
需要实效打防，又需要广泛宣传，以不断增强广大群众对
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认识。

今年以来，梁园区人民检察院已受理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案件 82件 83人。通过案件审查，他们发现种植罂粟的多
为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老年人。针对此类情况，
该院决定在辖区开展“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法制宣传
周”活动，以让更多群众了解国家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以及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危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静说：“通过宣传，能从源头上
预防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的发生，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和显著成效。”

宣传防范重在深入基层，重在走进乡村。所以，当天
该院公诉科科长李静、宣传科科长丁红等一行 7人首先来
到杨油坊村，联合派出所民警在该村人流较多的党群服务
中心广场悬挂宣传条幅、设置咨询台。村民怀着好奇或疑
惑的心理，三五成群地前来咨询。

“这花开得好看，俺种上几棵当花看或者蒸蒸吃行不？”
“这罂粟是毒品的原料，咱们国家严禁种植，几棵也是

违法呀！”
“你这一讲，俺这种几棵的念头也打消了！”
“那就对啦，要做一个守法公民！”
一问一答间，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部分老百姓法律意识不太强，有时我们入村排查发现
个别群众院子里有种罂粟的，他们说蒸菜好吃，我们就给
他们解释非法种植罂粟的法律政策和危害，然后进行铲
除，并视种植数量依法处理。”当天，在杨油坊村与检察干
警一起参与宣传的市公安局王楼派出所所长刘德印对记者
说，“目前，在农村深入宣传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工作
很有必要。”

当天上午的宣传有声有色，干警通过向村民发放宣传
资料、悬挂警示标语和现场讲解等，告诉村民禁种铲毒的
重要性以及毒品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动员村民积极检举揭
发非法种植罂粟的违法行为。

当天，恰逢杨油坊村梨园舞台唱大戏，吸引了四面八
方的村民前来观看，尤其以老年人居多。在乡干部协调
下，李静在戏曲开演前10分钟登上戏台，为几百名群众送
去了法制宣讲。

“一不注意就犯罪了！此次法律宣传活动，让我们真正
了解了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意义，认识到了种植这
些东西的严重性，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杨油
坊村一位村干部说。

丁红告诉记者，让禁止非法种植罂粟毒品原植物宣传
活动走进乡村庭院、农田地头、梨园戏台，在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中增强了群众禁种毒品原植物的法律意识。

“比起受理此类案件时人力、物力的投入，宣传活动让
我们节约了不少司法资源。下一步，我们将在宣传方式和
内容上不断创新和充实，以实际行动为源头禁毒尽一份力
量，全力守护辖区‘无毒’净土！”丁红说。

源头预防，守护辖区“无毒”净土
本报记者 王 冰 李良勇

“吕某，最近你的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张所长。”
“你的判决下来了，再过几天就要转到监狱去了。到了

那里，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每次给你说的话，你都
要记住，想问题不能再那么极端！”

3月 26日下午一上班，永城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张峰
便把羁押在女子监区的吕某提出来进行谈心。

今年59岁的吕某因恶意上访，多次受过打击处理，这
次因寻衅滋事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她是 2018年 5月进的看守所，从第一次进看守所的哭

闹不止，到现在能心平气和地交谈，张峰不知付出了多少
艰辛。

刚进看守所时，吕某心灰意冷、寻死觅活。张峰见
状，决定重燃吕某生活的希望。他一有时间就找吕某谈
心，宣讲法律知识。

谈心时，吕某往往要从 1998年的事情一直讲到现在，
滔滔不绝。但每一次谈话，张峰都是她最忠实的听众，每
一桩每一件事情，张峰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吕某的
文化水平不高、思想偏激、易走极端，身为国家三级心理
咨询师的张峰认为，解决问题要从根源开始，从“心”出
发，一步步地疏导吕某，终使吕某逐渐露出了笑容。

吕某被判刑后，张峰始终放心不下，决定在她转走之
前再进行一次心理疏导教育。

让张峰牵挂的，不只是吕某，还有目前在押的 700多
名犯罪嫌疑人。

作为羁押各类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在人们心目中，
高墙铁窗、神秘冰冷。

“有人把看守所比喻成火山口和弹药库，监管民警每天
都是坐在火山口上、守在弹药库旁，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和
懈怠。”谈起看守所的职责，张峰深有感触地说。

自2009年调任看守所所长以来，张峰带领监管民警把
这个戒备森严的场所打造成了一所特殊的学校，矫正犯罪
嫌疑人迷失的心灵，调整他们的人生坐标。由于工作成效
突出，永城市公安局看守所连续 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看守
所，被公安部、省公安厅多次评为先进单位，创造了连续
32年安全无事故的辉煌业绩。张峰本人两次荣立个人二等
功、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于2017年被评为第四届河南
公安十大忠诚卫士。

室外阳光明媚，看守所监区内随处可见积极向上、陶

冶情操的标语、名言警句等。
“我们从在押人员生活环境入手，营造规范有序、积极

向上的文化氛围。”管教民警夏婷说。
该所推行人性化管理，实行温情执法，用真心换真

情，积极开展监区文化建设，购置文化设施，要求羁押人
员背诵《弟子规》等，矫正迷途心理。每年中秋节，他们
举办“爱在高墙、情满中秋”文艺联欢会；春节举行“温
馨改造路、和谐监管情”新春联欢会，缓解在押人员思亲
想家情绪，营造高墙内的“节味”，不让在押人员因万家团
圆而产生孤独和烦恼，享受高墙内家的温暖。

在押涉毒犯罪嫌疑人李某，谈起监管民警对她的教
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要是没有民警对我的帮助，说不
定我死几回了！”

有收获，就必须要有付出。为了监所的安全，监管民
警始终把家庭置之度外。

“六道菜、四双筷。除夕夜享受着别样的美食。十多年
来，父亲第一次在家过年，更让这个新年暖意浓浓！”这是今
年春节，张峰的儿子发到朋友圈里的一段话，让人心酸。

张峰让记者看这段话时，眼中分明有泪花在闪烁。他
动情地说：“作为监所民警，我们的工作注定要舍弃太多儿
女情长，要把对家人的爱深藏在心中，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和奋发向上的源泉，才能确保监所安全无事故。”

让在押人员重燃生活希望
本报记者 王 冰 梁晓晨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李 宁 刘雪豪）
3月23日晚上，在由商丘市委、市政府主办的2018年第
四季度“商丘好人”发布仪式上，民权县人民法院执行
干警杨敬文、王飞翔、崔体勇、黄博恩受到表彰。

去年 5月 3日 12时 40分许，杨敬文等干警在为被执
行人办理拘留手续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拘留所门前
两车相撞。杨敬文等不顾车辆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临危
不惧，及时开展抢险救援。他们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的
先进事迹，先后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商丘日
报》等媒体报道后，读者和听众纷纷为他们的义举点
赞。后来，杨敬文被市中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三等功，
王飞翔、黄博恩、崔体勇被民权县人民法院通令嘉奖。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将继续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积小善、行大善，并努力工作，在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战役中，撸起袖子加油干！”“商丘好人”发
布仪式结束后，杨敬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民权县人民法院

4名干警成“商丘好人”

本报讯（汪保印 高 玲）近日，民权县绿洲街道办
事处司法所组织社区全部服刑人员到敬老院进行公益劳
动，帮助敬老院的老人们清洁环境卫生。

为做好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进一
步提高矫正质量，该所结合本所社矫人员的实际情况开
展公益活动及举办法律法规知识讲座，和社矫人员面对
面进行心理辅导，对社矫人员加强管理，有力地促进了
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开展。

该所每周和社矫人员一对一谈话，进行法律教育和
心理谈话，解除他们的心理压力，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
和法治观念。在谈话中，司法干警强调社区服刑人员要
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管理办法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
日回归社会，做守法公民。同时，他们对本所所有社区
矫正人员加强管理，通过手机定位每天监管跟踪，定时
集中，采用抽查的方式，对社矫人员的行踪及思想动态
进行监管。

今年以来，全所社矫人员没有出现脱管漏管的现
象，促进了社区各项工作的和谐发展。

民权绿洲司法所

社区矫正从“心”出发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王建华 张艳
慧）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法院工作会议上，梁园区人民法
院被省委政法委、团省委、省法院等 15家单位联合表
彰为第八届河南省“青少年维权岗”。

近年来，梁园区人民法院党组通过组织法律宣讲
团、组织少年模拟法庭、选派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官牵手
小记者”等活动，不断拓宽具有人民法院特色的青少年维
权工作新渠道，让青少年普遍接受法律常识教育。

2018年，该院先后组织 36名法官，走进 33所中小

学校，举办法制讲座、模拟法庭 36场次，受教育学生
达1.5万人。2017年12月23日和2018年2月3日，梁园
区法院联合羽丰教育工作室连续2次组织模拟法庭，由
学生扮演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官、律师等角色，“现
场开庭”审理了一起校园伤害案和一起学生燃放鞭炮造
成的伤害案，240余学生及家长参加活动并深受启发。
该院通过一系列努力，既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
的环境，又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梁园区法院荣获全省“青少年维权岗”称号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梁锦学 闫连
成）为推动审判执行工作良性循环，近日，睢县人民法
院在全院深入开展百日清理积案专项活动。

该院成立百日清理积案专项活动领导小组，明确六
项措施，确保活动扎实有序开展：明确清理范围。包括
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后没有立案案件、一年以上未结诉
讼案件、一年以上未结执行案件、未纳入审判流程系统体
外循环案件、未按规定期限归档案件、三年以上久押未决
案件等六类案件；明确任务目标。集中清理今年 3月 10
日前未结的一年以上审判执行案件，在 2019年 6月 20

日活动结束时务必实现清理积案结案率80%以上的预定
目标；认真排查摸底。认真排查、分类填写，逐案建立
台账；集中清积化淤。由直接责任人负责，逐案分析原
因、列出明确结案时间，并采取针对性清案措施，确保
按时完成清理任务；加强督导检查。每周召开一次推进
例会，每月召开一次讲评会，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督
查，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理任务的法官及有关责
任人员从严予以纪律处理；健全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提
高审判执行质效的长效机制，防止发生新收案件久拖不
结，为实现均衡结案的良性循环打下坚实基础。

睢县法院开展百日清理积案专项活动

本报讯（尚林杰 王慧珍）近日，从全市检察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暨第二轮巡察工作动员
部署会上传来好消息，2018年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被省院
表彰为“全省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

2018年，全市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
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检察机关政治生态明显好转，检
察工作、检察改革取得新的发展。他们始终坚持把“讲
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市检察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认真做好“四项重点工作”，坚持紧盯“四风”问
题，持续打好自身建设“三场硬仗”，党风检风持续向好
发展。充分运用常态化廉政平台抓早抓小，强化监督执
纪第一种形态。充分发挥检务督察和日常检查作用，组
织督察检查27次，发督察通报17期，对发现问题的单位
和干警进行了实名通报。始终坚持挺纪在前，严肃查处
干警违纪案件。对两个基层院党组及领导班子开展了政
治巡察，发现解决问题，健全完善制度，系统内巡察

“利剑”作用初步显现。

全市检察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推进

本报讯（记者 郭峻峰 通讯员 贺德威 轩梦
园） 为增强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知晓率、参与
度和支持力，3月26日，柘城县人民法院组织部分干警
在华景广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干警热情为群众讲解扫黑除恶的
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共创安全稳定的
生活环境。活动中，干警通过发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宣传手册、悬挂条幅、现场答疑等形式，对扫黑除恶
相关知识进行了宣传。干警向群众详细讲解了黑恶势

力的违法犯罪范围，提高群众对专项斗争的知晓率。
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向群众公布扫黑除恶
有奖举报方式、电话，如发现黑恶势力线索时应及时
向政法部门举报，鼓励群众检举各类黑恶势力及黑恶
势力“保护伞”，切实形成社会合力。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并现
场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知识，切实提高了群众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识，全力营造扫黑除恶的
强大声势，收到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柘城法院组织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3月26日，宁陵县人民法院以桃花节为平台，在桃
园既向游客传播法律知识，又向大家宣讲如何理解执行
不能与执行难工作。桃花节开幕式当天，该院共发放宣
传册100余份，接待咨询60余人（次）。 边丽娜 摄

3月26日，民权县人民法院将印有失信被执行人“大
头贴”的宣传页，精准发放到“老赖”周边区域，效果显
著。今年以来，已有26名被执行人主动到该院履行法定
义务，执结案款112万元。 李 宁 刘雪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