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力服务仙桃经济社会“疫
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市公安局
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十条措施：

一、热情周到服务。与市场监
管等部门密切联系，对新开办的企
业，涉及公安行政审批事项的，主
动对接，热情服务，高效办理。

二、密切警企联系。开通“企
业 110”（0728-3271110）服 务 热
线，积极受理企业咨询、举报和投
诉，并全程跟踪，协调、督导到位。

三、包容审慎执法。对办理或
协外办理的涉企案件，需采取羁
押、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必须
经法制部门集体研究，局主要领导
审核把关，最大限度减少执法行为

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四、维护合法权益。落实首办

责任制，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秩
序、危害企业发展、损害市场诚信
等违法犯罪行为。

五、强化环境治理。加大企业
周边巡逻防控和治安整治力度，配
合有关部门主动排查化解涉企矛
盾纠纷，指导企业整改安全生产隐
患，健全内部安保制度，完善内部
安防设施，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安
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六、简化审批流程。企业办理
易制毒、易制爆、剧毒化学品购买、
生产备案审批手续，畅通网上办理
渠道。简化公章网上备案流程，从

下单到刻制备案实现全流程网上
办理，立等可取。对需新增审批事
项的企业，安排民警上门指导，现
场完成审核审批。下放居住证办
理权限至派出所，让来仙务工人员
少跑腿。

七、提高服务效率。大力推广
“湖北公安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
现公安涉企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
办”。建立交通、户政、出入境等涉
企行政审批事项预约服务、上门服
务等机制，开辟“绿色通道”。

八、转变管理方式。对城市物
流配送、生产生活、城市建设等运
输车辆，必须进入禁限区的，优先
办理临时通行证，发生轻微交通违

法行为，未影响道路通行和造成安
全后果的，首次只警告不处罚。主
动对接企业，在企业周边不影响通
行的道路两侧，增设停车泊位，方
便企业员工停车。

九、开展法律宣传。依托“平
安仙桃”微信公众号，主动向企业
宣传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网
络传销等法律知识，及时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促进企业合法经营、防
范风险、强化管理、依法维权。

十、严肃追责问责。建立优化
营商环境问题线索核查机制，严厉
查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权
谋私、吃拿卡要等违纪违法问题，
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市公安机关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十条

法治仙桃 和谐仙桃

连日来，沙嘴派出所深
入辖区社区背街小巷、集贸
市场、学校、车站、主要交通
要道开展执勤执法，纠正乱
停乱靠车辆、疏导交通、劝
止不文明行为。图为民警
在执勤时帮扶行动不便人
推轮椅过斑马线情景。

摄影 通讯员 王中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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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警民同行。”9 月 9
日下午，干河街道船厂社区居民委
员会干部将一面锦旗赠予市公安
局，对民警下沉华航小区，推进文明
创建工作的辛勤付出和明显成效表
示感谢。

8 月 20 日，市公安局进驻华航
小区并成立包保指挥部。全局 18
个包保责任单位迅速落实局党委工
作安排，组织民警、辅警认领任务，
推进落实。

9月3日，副市长、公安局长石
伟，政委卢启华带队到华航小区实
地查看创城工作，详细了解小区概
况和民警入户情况，要求下沉民警
坚持创城为民惠民导向，认真履职，
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呼应居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张先成
多次到华航小区，与包保社区干
部、小区物业人员座谈交流，对民
警入户走访收集的问题，积极协调
解决。

局警务保障处安排专人驻守，
坚持每天收集情况、每周汇报总结、
定期联系对接，确保工作不断档、信
息不断线、问题全清零。

华航小区为老旧小区，楼道窄

小杂物多，环境脏乱，改善卫生环
境、提高居住质量是首要任务。市
公安局组织 100 余名民警，多次到
小区开展义务劳动。

铲除牛皮癣，扫除灰尘，清理蜘
蛛网，清除杂物，清洁楼梯扶手。民
警们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把
小区的脏乱死角、多年陈积的杂物，
彻底清理干净，使小区环境焕然一
新，用汗水换来小区的干净、整洁。

居住在 13 栋的葛爹爹今年 80
多岁，对民警的工作非常满意，“挂
在楼道上的一把废旧椅子，已经多
年了，积满灰尘。小伙子们帮我拆
除了，了却我一桩心愿。”

提高居民创城热情，营造全民
创城良好氛围。市公安局各包保单
位民警带着文创小礼品入户走访，
宣传创城知识，收集社情民意，并做
好走访记录，每日上报汇总。

为保障创建文明城市宣传落实
到户到人，民警采取延时、错时、电
话预约等方式入户走访，做到了不
遗一户，不漏一人。

窄巷多，车位少，让华航小区极
易形成交通拥堵。交警支队安排2
名民警值守，疏通堵点，保障畅通。

“硬件不行，软件来补。当文明交通

意识根植于内心，外化于行为，停
车、出行就会变得有序、顺畅。”交警
刘少云表示。

“交警同志连续多日的起早贪
黑和值守劝导，小区交通秩序有了
明显改善。”船厂社区居委会负责人
对民警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铭记
在心。

8 月 26 日晚，创城文艺汇演活

动在船厂社区北坝小区举办。交警
未雨绸缪，提出通行预案。各警种
民警外围守点、内场疏导，为活动安
全顺利举行提供了保障。

“公安民警作风扎实务实，为小
区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居民们看
在眼里，也乐享创城带来的转变。”
船厂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带着居民的
心意，赠送锦旗表达一份警民情。

文明创建 警民同行
通讯员 景言

文明城市大家创，志愿服务我
先行。连日来，市检察院组织全体
干警下沉到包保社区和居住社区，
将检察蓝力量融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志愿红精神中，全力以赴协助
社区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确保圆满
完成各项任务。

挨户敲门，上门宣讲面对面
“小区更干净了，家门口不拥堵

了，我们住得更舒心、放心了……”
谈到创城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家
住和合社区的陈奶奶高兴地对入户
走访的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高鹏连声称好。

“您好，请问家里有人在吗？
我们是社区志愿者，麻烦您开一
下门。”一次次咚咚敲门声，一句
句志愿连心语，为提高包保社区
居民创建文明城市的知晓率、参
与率和支持率，市检察院 94 名干
警分为 7 个小组，早中晚三班，轮

流到和合社区的 5 个网格 30 多栋
楼的 7895 户居民家中，开展敲门
行动。每敲开一扇门，检察干警
都细心向市民宣讲创城知识，收
集居民对创城的意见和建议，解
答他们对创城工作的疑惑与问
题，发放宣传报刊，组织填写《全
国文明城市调查问卷》。

清洁环境，从点滴做起
“办案，我们要火眼金睛。捡拾

烟头垃圾，我们也是目光如炬。”在
包保社区的小区内，检察干警们对
道路两侧绿化带中的烟头等垃圾进
行清理。

“奶奶您好，请问您堆在楼道的
这些杂物还要吗？不要的话，需要
我们帮您带到楼下垃圾桶吗？”“请
您将电动车挪到小区的专门停放处
集中停放，小区楼道里不能停放电
动车。”连日来，检察志愿者们顶着
酷暑，身着“志愿红”马甲，进包保社

区的各个楼道开展清洁大扫除、铲
除“牛皮癣”小广告和清除楼道堆积
的陈年废弃物等行动。同时，对楼
道住户、路边商贩和过往行人进行
环保知识宣传，呼吁大家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注意身边的文明细节，
自觉维护城市环境。

延伸职能，参与社区治理
“这部电梯怎么没有张贴维护

保养的相关信息？有没有及时进
行检测、保养维护？电梯安全，也
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的重要
一环，不能留下安全隐患！”检察干
警在下沉社区过程中，发现其中几
部电梯没有张贴维护保养的相关
信息。

为摸清全市各居民小区电梯
的安全情况，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官专门选取了全市部分小区进
行走访调查，并针对所发现的问
题，迅速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

向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职能单位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对
小区电梯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消除
安全隐患，切实维护居民生命健康
安全。

同时，针对部分居民喜欢随手
将物品抛掷窗外、遛狗不牵绳、随意
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楼道内等行
为，检察干警除了对居民进行普法
劝导外，还专门制作了一期《创城，
请注意这些“隐秘的角落”》的普法
类知识小视频，从民法典的角度对
相关行为可能会引发的法律后果进
行了解读。

“对检察机关来说，积极参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不仅仅是我
们发挥检察力量，主动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检察干警
了解社情民意、改进工作作风、提高
为民意识的重要环节。”市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高鹏表示。

创城大考中的检察力量
通讯员 黄聪

本报讯 （通讯员 焦景） 9 月 7
日早晨 6 时许，仙桃交警一大队民警
在城区路段巡逻。当行至复州大道文
化宫路段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随意
停靠在路边，在喊话劝离，联系车主无
果的情况下，立即叫来清障车将车拖
离。这是开展“创城”活动以来，交警
重拳出击清理违停的一幕。

违法停车不仅造成道路拥堵，导
致事故隐患，而且严重影响城市文明
形象。目前，城区两个大队充分发挥
创城“主力军”作用，开展了乱停乱放
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在行动中，民警
以城区主要干路，包括老城区车辆运
行停放较多的路段为重点，强化常态
化巡逻管控，严厉打击机动车乱停乱
放、违法占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力求做
到每条街道上车辆停放入位、整齐有

序，清查中发现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
执勤人员首先对司机进行批评教育并
告知驶离；对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进行
贴罚单处理；对长时间不离开影响其
他人正常通行的车辆，则通知清障车
拖离。民警们还会劝导一些公众场所
内摩托车、电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规范停车秩序，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
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9月6日晚7时许，二大队在辖区
开展夜间整治违停行动，在仙桃大道、
复州大道、大洪路、丝宝路等路段，喊
话劝导违停司机赶快将车开走，对没
有及时驶离的车辆张贴罚单，当晚还
拖离了3辆长时间占道的“僵尸车”。

9 月份以来，两个大队共张贴违
停罚单 720 多张，拖离严重占道车辆
105辆。

交警重拳出击清理违停
9月以来，两个大队共贴违停罚单720多张，

拖离占道车辆105辆

本报讯 （通讯员 钱莎 印家宽）
今年以来，危险驾驶案件呈频发高发
态势，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为进一步提高危险驾驶案
件的办理质效，明晰证据收集标准，提
高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比例，近日，市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联合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召开危险驾驶案专题研判交流
会，共同解决案件办理中的突出问题。

会上，市检察院速裁办案组检察官
李丹凤围绕办案程序、证据收集标准、
案件办理时限、速裁程序适用等内容和
与会人员交流了办理危险驾驶案件时
的常见问题。双方相关负责人对今年
以来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情况进行了
总结剖析，与会人员就该类案件的证据
收集标准、案件办理时限、速裁程序适
用等问题做了交流发言，并就如何加强
沟通协作和工作衔接进行了探讨。

截至今年 8 月，市检察院依法受
理危险驾驶案件 398 件 402 人，审结

393件397人。“受疫情影响，今年我市
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等案件在刑事案
件中占比大幅提高，这一现状给我们
快速办理刑事案件，确保速裁程序应
用尽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刘秀华就公检两
家严格规范办案，积极适用认罪认罚
和速裁程序，主动适应司法办案新形
势新挑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负责人表
示，通过双方的交流，侦查人员在办理
危险驾驶案件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
会后交警支队将组织干警及时学习、
形成规范，迅速落实到办案的每个环
节中去。

提高危险驾驶案件的办理质效

检警联动 速裁提效

本报讯 （通讯员 焦景） 图文并
茂的宣传专栏，让人警醒的举报电话，
形式多样的教育引导。9月3日上午，
仙桃交警三大队民警走进毛嘴鑫微依
服饰公司，开展零酒驾企业创建活动，
受到了企业负责人及员工的好评。

近期，仙桃交警创新开展“零酒驾
企业、社区、村组”创建工作，各基层大
队通过警企（村组、社区）联动、警民共
建，将酒驾治理由“查处”向“预防”前
移，从源头减少交通违法行为发生。9
月3日上午，三大队民警在毛嘴鑫微依
服饰公司设立“创建零酒驾”宣传专栏，
将酒驾宣传深入到企业车间、食堂、职
工宿舍，张贴“摈弃酒驾”温馨提示，还
有酒驾举报电话，向员工们讲解一线民
警查处酒驾醉驾的具体案例，以及酒驾

醉驾导致的严重交通事故，希望全体员
工共同遵守交通安全法，谨记教训互相
提醒，保障自身交通安全，为“零酒驾”
企业创建发挥良好作用。

连日来，六大队民警也深入到辖
区长埫口安兴校车公司、长虹社区、潮
愿村等地，开展“零酒驾”创建活动宣
传，张贴醒目直观的“知危险，会避险”
海报，宣讲酒驾醉驾典型事故案例，与
企业员工、社区居民、村组村民签订

“零酒驾承诺书”，倡议大家提高自控
能力，摒弃酒驾危险行为。

仙桃交警教育引导形式多样

开展“零酒驾”企业创建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俊美）“等
了两年，终于拿到了赔偿款，感谢法
官！”当事人陈某激动地说。

原来，陈某在某塑管公司从事搬
运工作，2018年6月，他在协助安装设
备时，跌落摔倒，头部受伤。随后被送
往医院治疗41天。经司法鉴定，陈某
的误工时间为180日，护理时间为60
日，营养时间为 60 日，后续治疗费用
为 3000 元。公司为陈某支付了住院
期间的医疗费，但误工费、后续治疗费
等均未支付。陈某多次找公司负责人
协商赔偿事宜未果。2020年6月向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市人民检
察院支持起诉。

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组织双方
当事人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听取了
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意见。庭后，承办
法官对案情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审
查，在依法采纳检察院意见的同时，如
何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成了当务之急。

承办法官与支持起诉的检察官决
定共同开展调解工作，多次与塑管公
司负责人沟通，向其讲清法理、讲明情
理、讲透道理；并结合相关文件，与当
事人反复核算赔偿金额，最终促成双
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塑管公司负
责人在调解现场将赔偿款交给陈某。

【温馨提示】
致雇主：为减少用工风险，雇主应

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特殊工种需培训后上岗；
2、可以购买雇主责任险或为雇员购买
员工意外险等；3、与雇员签订劳务合
同，明确工种或职责范围，避免责任不
清。

致雇员：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保障，雇员可重点关注两方
面内容：1、可以要求与雇主签订劳务
合同，明确职责范围，对不属于职责范
围内的工作应量力而行；2、特殊工种
应培训后上岗。

本报讯 （通讯员 戈琴） 9 月 10
日上午，湖北省法律援助管理系统线
上培训会召开。市司法局组织市法律
援助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及12348法律
援助热线平台值班律师参加培训。

会上，南京擎天公司技术人员将
专业枯燥的电脑系统知识与法律工
作相结合，用深入浅出、生动简明的
方式介绍了法律援助管理系统的登
记、审批、指派、办理、归档等操作流
程，并对整个操作流程进行现场演示

讲解，还对有关注意事项进行强调说
明。在提问环节，培训学员积极参与、
踊跃发言，针对值班律师如何使用法
律援助管理系统进行详细提问，省法
律援助中
心工作人
员和技术
人员对相
关问题进
行了一一
解答。

市司法局

参加法律援助管理系统线上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