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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协作机制 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我区多部门联合推动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本报拉萨讯（记者 彭琦）为有效落实
“一号检察建议”，推动全区建立健全预防性
侵未成年学生、幼儿园儿童违法犯罪工作机
制，促进校园安全建设，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6 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推动落实“一
号检察建议”联席会议召开。教育、公安、卫
生、团委、妇联以及检察 6 个系统在拉萨的
三级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即“一号检察建议”
向教育部发送，核心内容包括：建议进一步
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学
校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方
面。
联席会议上，检察机关介绍了最高人民
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的相关情况，通报了
近年来西藏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并就检
察机关推动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提出工作

建议。教育、公安、卫生、妇联、团委系统的
三级部门相关负责人，对高检院“一号检察
建议”给予高度评价，对西藏检察机关监督
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提出的意见建议表示
赞同和配合，并围绕推动“一号检察建议”在
本系统本部门的落实和未成年人延伸保护
工作，
积极建言献策。
此次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
诸多共识，特别是在探索建立适合西藏区情
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等制度
设计、多方联动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对重
点地区进行安全隐患联合排查、以检察长担
任法制副校长为契机全面强化普法教育、建
立教职员工执业信息和违法犯罪信息查询
并与相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等方面，与会各
方表达了积极促成、全力配合、联合行动的
意愿。
“‘一号检察建议’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 ，事 关 亿 万 家 庭 幸 福 ，引 起 社 会 强 烈 反

响。做好‘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工作，对 内共有各类中小学 29 所，民办公办幼儿园
于推动健全预防性侵未成年学生、幼儿园儿 47 所，教职员工 4111 人，在校学生 58000 多
童违法犯罪机制，促进校园安全建设，保护 人。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责任大、任务重，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我们成立了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协调小组
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自治区人民检 办公室，全面排查包括性侵在内的各类安全
察院未检处四级高级检察官次央说，
“ 我们 隐患，依托法治进校园，收集整理更具针对
将积极作为，持续跟进，共同努力，把监督落 性的法治宣传内容，依托亲子教育平台，继
实‘一号检察建议’作为当前和未来几年一 续深入做好受害未成年人心理疏导，推动建
项重点工作持续抓实抓好，确保‘一号检察 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时报告制度。
建议’
落地生根，发挥应有作用。”
不断强化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良性
自治区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彭胜乔 互动，为他们成长营造安全、文明、健康、和
表示，
“为更好地维护在校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谐的学习生活环境。”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
益，
我们将一定落实好
‘一号检察建议’
，
牢固 察院检察长金美介绍道。
树立教育总体安全观，健全完善校园安全保
下一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采取预防
障机制，
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未成年 “关口”前移，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探索建立侵
学生自救自护能力，
加强学生法治教育，
优化 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相关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建立多部门工作协作机 工作协作机制，并协同具有未成年人工作职
制，
构建学校、
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
能的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校园安全和未成年
“作为拉萨市的核心城区，城关区辖区 人保护工作。

“检察+无人机”：开启西藏公益诉讼办案新模式

区公安厅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图为
“生态保护无人机巡查队”
授旗仪式现场。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杰学）为进一步强化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监督职责，
破解检察机关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取证难题，
更好地保护西藏
的青山绿水，
5月9日，
由林芝市巴宜区检察院
提议，
经巴宜区政法委批准，
巴宜区
“生态保护
无人机巡查队”
正式组建成立。据悉，
这是西
藏组建的首个
“生态保护无人机巡查队”
。
林芝市巴宜区，地处我国西藏东南部，
面积 10238 平方公里，原始森林茂密，江河
湖泊密布，既是举世闻名的生态旅游胜地，
也是生物多样性资源宝库，境内从亚热带到
寒带植物都有生长，素有“绿色宝库”之称。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摄

该巡查队由巴宜区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 的这种传统方式中视角局限、
效率低下、
前后
自然资源局、住建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和 对比不明显等‘瓶颈’，从而有效提升案件证
生态环境局巴宜区分局 8 家单位相关成员 据取得的时效性，同时也降低了办案成本。”
组成，职责涉及了饮用水源、土壤、矿藏、林 巴宜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自公
木、自然保护区、乡村等多个环境要素保护， 益诉讼工作全面推开以来，西藏各级检察院
最大程度扩展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 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土地保护领域的巡查范围。
把公益诉讼工作作为检察工作新的着力点和
“无人机拥有覆盖范围广、精准定位、立 “一把手”工程来抓，积极谋划，认真部署，不
体航拍、高清摄像、全景扫描、动态跟踪等诸 断探索创新工作模式，公益诉讼工作稳步推
多优势。应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公益诉讼案 进。林芝市巴宜区检察院此次率先利用无人
件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克服了地理条件的限 机航拍技术助力公益诉讼案件调查取证，开
“检察+无人机”
新的办案模式。
制，弥补了使用执法记录仪和相机拍摄取证 启了

全区市场监管工作开创新局面
2018 年，
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4.75 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 130 余户
本报拉萨讯（记者 次仁片多）记者从
全区市场监管工作会议获悉，全区市场监
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一手
抓改革创新、一手抓严格监管，市场准入环
境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为我区
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
贡献。
2018 年，全区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4.75

万 户 ，平 均 每 天 新 登 记 130 余 户 。 截 止
2018 年底，全区各类市场主体 27.5 万户，注
册资金 1.33 万亿元。非公经济快速发展，达
到 26.5 万户，
占市场主体总量的 96.3%。
据了解，2018 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
门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市场主体准入改
革向纵深推进，准入环境更加宽松便捷。
“多
证合一”改革扩容，实现“三十三证合一”。
“证照分离”改革有序推进，涉及 24 家部门、

106 项 涉 企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进 一 步 整 合 简
化。企业入市更加方便快捷，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
与登记注册实现“一口办理”。企业简易注
销改革持续深化，简易注销企业 1280 户，联
合税务部门清吊“僵尸企业”1776 户。登记
注册更加便利高效，建成网上登记系统，推
行电子营业执照，85%以上的登记业务通过
全程电子化完成。

本报拉萨讯（记者 彭琦）5 月 10 日，
区公安厅召开党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就做好相关贯彻落实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
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领导公安
工作丰富实践、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
党深化对公安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重大理
论成果，是指引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做好
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
指南。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把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
安工作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更加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切实增强
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深入开展
反分裂斗争，努力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为推动
西藏长治久安和长足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朗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 报 巴 宜 电（记 者 张 猛 王 珊）近
日，朗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以“‘我将无
我’奋斗，不负人民重托——共和国建
设者走进检察机关”为主题的检察开放
日活动。
全国劳模、各级党代表、政协委员、
离退休老干部及各行各业先进工作者、
普通劳动者代表 15 人应邀参加活动。
活动中，各位代表先后参观了“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中心、办案区、
警示教育基地、党员活动室等相关功能
场所，
“零距离”接触和了解了朗县人民
检察院，对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责、办公
环境、工作流程等有了直观的认识。代
表们就如何开展好新时代检察工作与
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进行广泛的交流
讨论，
积极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