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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静娴）为深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迎新街街道
坚持绿化、亮化、美化、净化同步推进，
对道路沿线、农户庭院、田间地头等区
域开展重点治理。截至 8月 25日，共清
运垃圾 1500 余吨，修补农村道路 3 公
里，清理沟渠 1公里，捆扎架空线缆 2835
米。

下兰村、南固碾社区推行党员干部
“划片包户”责任制，通过张贴标语、喇叭
广播、微信推送等方式，动员群众积极清

扫自家庭院，保持房前屋后洁净，自觉维
护公共区域卫生。党员干部和群众纷纷
拿起铁锹、扫帚等工具，认真捡拾清扫房
前屋后的纸屑塑料、枯枝败叶等垃圾，清
理路面落石、渣土、柴草等杂物，修补开
裂、破损的围墙，清运露天垃圾堆和大型
废弃物，对枝叶歪斜、影响出行的绿植进
行了修剪。为解决村内机动车乱停乱
放、相互剐蹭等问题，下兰村在民警的指
导下，在村内划出 40余个停车位，改善了
停车混乱的局面，保障了村内紧急通道

的安全畅通。
经过集中整治，迎新街街道农村地

区环境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该街道将健
全 长 效 管 理
机制，紧盯死
角和盲区，加
大 巡 查 和 督
查力度，为群
众营造整洁、
美丽、舒心的
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王
新堂）近日，迎泽区行政执法局加强对

“门前五包”的检查力度，执法人员逐门
逐户向沿街单位、商户发放“门前五包”
宣传资料，告知责任人应履行的责任范
围，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环境。

迎泽区于 2019年将 200余条主次干
道以及重要街区市容环境的“门前三包”
升级为“门前五包”，并要求道路两侧临

街所有单位、门店、住户、物业以及产权
人等都要担负起“门前五包”的责任。据
介绍，“门前五包”责任内容有：包保洁、
包绿化、包秩序、包立面、包文明。与“门
前三包”相比，增加了对外立面和文明行
为的管理。

迎泽区对“门前五包”责任制的落
实情况进行考核评比，并实行星级评选
方法，最高为五星级，然后依次是四星

级、三星级。在各执法中队巡查中，执
法人员对存在问题的责任单位、个人进
行教育并督促现场整改，全面提高责任
人对“门前五包”的责任意识，提高大
家维护城市环境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执法人员还深入社区开展“门前五包”
责任宣传，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
答，对社区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教育引
导。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刘
海君）“炸街”摩托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
民。为此，交警综改大队按照上级部署，
于 8月 25日晚在晋阳桥展开集中行动，查
扣了 4辆“炸街”摩托。

行动于当晚 8时展开，综改大队六中
队民警对聚集在桥面的 50多辆摩托车逐
一进行检查。行动刚开始，民警就发现一
辆无牌摩托车的排气筒进行过非法改装，
遂依法将车辆查扣。

行动持续到当晚 12时，民警共查扣了
4辆经过改装的“炸街”摩托和一辆非法改
变车身颜色的两轮摩托，并劝离了在桥面
违停的车辆。

交警介绍，为达到“炸街”效果非法改
装摩托车的车主，均受到罚款 500元的处
罚，并被责令恢复车辆原貌。其中未悬挂
号牌的车主，还另外受到罚款 200 元、记
12分的处罚。

交警表示，对这种严重扰民的违法行
为，他们将持续严管，希望大家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日前，2019-2020年度全国“青少年维
权岗”名单公布，包括我市两家单位，即晋
源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和晋源区法院刑事
审判庭。

在这两个获“国字号”荣誉的司法部
门，曾经迷失和受到伤害的青少年，得到了
司法、心理等多方位的立体救助，引领他们
逐渐走出阴霾，沐浴在阳光下。记者慕名
采撷了法官和检察官为青少年维权的努
力，以及背后的感人故事。

一份《规定》：
涉未刑案集中办理

晋源区检察院办公楼四层的“五室一
厅一长廊”，是该院未成年人检察专门办案
区。

三层至四层楼梯拐角处，“点亮法律灯
塔 扬起希望风帆”的油画让人印象深刻；
四层墙上，“教育、挽救、感化”六个大字格
外显眼。脚步前移，黄绿暖色调的“访谈
室”，摆放着三角工作桌椅的“讯问室”，配
有心理疏导仪器的“疏导室”，检徽高悬的

“听证室”“宣告室”，配置智能呐喊仪、智能
击打仪的“情绪排解区”，以及“多媒体法治
教育厅”“法治长廊”……细微之处显真情，
每一处都彰显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专业
化、规范化、实效化水平。

与晋源区检察院一样，晋源区法院刑
事审判庭少年法庭的布置也别具一格。走
进少年法庭，让人眼前一亮的，不只是贴在
门廊上设计独特、以阳光为造型的图案，还
有圆桌审判庭、心理测评室、亲情会见室，
整体色调温馨明亮，营造出了关心未成年
人成长的浓厚氛围。

“2017年 3月，我们开始集中办理全市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晋源区检察院第四检
察部主任宋静芳介绍，为节约司法资源、减
少中间环节、方便工作衔接，提高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办理质量，我市公、检、法、司联合
签发《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审理和指
定管辖的规定》，明确由晋源区检察院负责
审查逮捕、起诉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晋
源区法院负责审理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一支团队：
挽救280余名少年

“静护花开，破茧成蝶”，这是晋源区检
察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理念。

2017年，该院创立“静芳工作室”，依托

第四检察部，延伸检察触角，着力于犯罪预
防的“事前”环节和矫治帮扶的“事后”环
节，全力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
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静芳工作室”也是一个未检办案团
队，成员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富有爱
心、善于思想教育的 9名检察干警组成，其
中一名员额检察官具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

2019年，两名男青年组织未成年人进
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后，“静芳工作室”立即提前介入，引导侦
查。其间，检察干警了解得知，16岁女孩小
红（化名）与其中一名男青年系男女朋友关
系，且受其蛊惑帮着“管理”其他受害人，成
为了犯罪嫌疑人之一。

为帮助误入歧途的女孩，检察干警前
往小红的老家原平市开展社会调查。深入
分析犯罪成因后，对她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并“量身定做”了帮教方案。一年考
验期满，小红被宣告不起诉，检察干警还帮
忙联系了一所美发学校，让她学习一技之
长。

4年来，“静芳工作室”充分发挥集中管
辖的优势，共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
428 件 595 人，审查起诉案件 465 件 715
人。其中，为 280 余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
了法治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等帮教
服务。

一张圆桌：
帮助重树人生希望

镜头转向少年法庭的圆桌审判庭。在
这里，“法”更多扮演着帮和教的角色。为
体现平等，一张圆桌将原本泾渭分明的审
判席、被告席、帮教席紧紧连在一起。

“白色的审判桌象征着未成年被告人
在接受审判后能悔过自新，重新书写自己
的人生。”法官刘婧说，帮教青少年，最重要
的是帮助他们重树人生的希望。

今年 1月，不满 17岁的小华侵害他人
身体权益，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月 14
日，晋源区法院在圆桌审判庭开审这起案
件。看着自己和公诉人、法官围坐在同一
张桌子上，被告人小华的紧张情绪大大缓
解。庭审中，小华自愿认罪认罚，其家人也
对被害人作出赔偿，取得了谅解。

庭审结束后，小华与母亲面露难色，迟
迟不愿离开法庭。

“怎么了？”细心的承办法官冯韶林看

到这一幕主动询问。原来，学校知道小华
涉嫌犯罪一事后，欲劝退甚至开除小华，可
小华在案发后真心悔罪，渴望能够继续上
学。

为帮助小华重返校园，第二天，法官和
检察官一起前往学校，与校方领导深入交
谈。经沟通协调，校方最终同意为小华保
留学籍，并决定与法院、检察院一起跟踪关
注小华今后的学业进展、心理健康等，共同
做好对他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

“被告人小华家境困难，还是单亲家
庭，我们有义务帮助他振作起来，重塑人
生。”刘婧告诉记者，少年法庭的每一件案
子涉及的都是特殊的孩子，对待未成年人
犯罪，法院除了惩治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
发挥教育职能，做到法理情理相融。

一个平台：
线上线下立体帮教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为提供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晋源区
检察院、法院建立了立体化帮教模式。

针对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的非羁押涉罪未成年人，晋源
区检察院联合山西爱邦青少年社会关护服
务中心、山西铸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专
业机构开展帮教；在全市多所学校、敬老
院、企业建立未成年人关护基地，方便涉罪

未成年人学习、务工、参加公益活动。
为保证非羁押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质

量，提高帮教效率，加强帮教监督，该院还
研发了“未成年人在线帮教应用平台”，实
现了“线下帮教、线上反馈，线下劳动、线上
学习”的立体帮教新模式，该平台还荣获
2019年“全国检察应用案例二十强”。截至
目前，该平台共对 187 名非羁押涉罪未成
年人实现了网络动态监控。

晋源区法院少年法庭聘请学校、妇联、
青少年维权组织等社会团体中热心教育、
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人士担任人民
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涉未成年人
案件。同时，将亲情引入对涉罪未成年人
的帮教中，并设立“心理干预中心”，由专业
干警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心理评估、庭后
跟踪辅导。

情景剧《法，就在我们身边》、微电影
《静护花开》、微信小程序“少年法治”……
为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晋源区检察
院、法院积极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开启“网
络+”校园法治宣传教育模式，融多方资源
共同为青少年撑起了一片法治晴空。

记者 刘友旺 陈珊 文/摄

法在身边 静护花开
——我市全国“青少年维权岗”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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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街街道清运农村垃圾1500余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