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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花山区检察院全力投入到疫情

防控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检察

力量。

无惧风雨 全院人员坚守防疫岗位
在大润发超市入口、在高铁东站出口、在

社区值守卡点，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花检志

愿者的身影。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花山

区检察院干警和工作人员共 79 人先后深入 30

个卡点开展防疫志愿服务工作1200余次。

晨光熹微，大家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在

各个社区卡点询问登记出入信息、测量体温、

发放证件，向群众们宣传防疫知识，引导群众

配合支持防疫工作。夜色已深，大家仍然在寒

风中坚守岗位，毫不松懈。有的干警更是苦中

作乐，作出了“寒风冷雨雪花，车辆路面灯光，

地冻天寒，检察人抗疫忙”的诗句。

勇往直前 党旗在“疫”线高高飘扬
战“疫”中，花检人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凝聚起抗

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平均年龄 54.8 岁的院班

子成员身先士卒，克服高血压、关节炎等身体

不适，冲锋在前。检察长李生林主动承担起卡

点夜班工作，每天白天黑夜连轴工作十几个小

时；党员干警唐巍丧假未休完，就主动请缨值

岗；女同志们将家中孩子托给老人照顾，自己

坚守岗位⋯⋯

看到了干警们的付出，群众自发往卡点送

去了牛奶、鸡蛋、酒精等物资。干警们都说这

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好嘉奖。他们一定会继续

坚守岗位，筑牢社区安全防线，不负人民群众

的信任。

全力推进 疫情防控与检察工作两手抓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出台防疫工

作方案，每天对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

登记，严把入院关口。配齐口罩、酒精、消毒液

等防护物资，组织开展每日消毒工作，保障干

警生命安全。认真组织好疫情防控卡点志愿

服务的后勤保障工作，合理安排人员，并做好

接送、就餐等工作安排，有力保障值守工作的

顺利进行。

依法严厉打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刑 事 犯 罪 ，密 切 关 注 与 疫 情 相 关 的 社 会 治

安 动 态 ，依法 提 前 介 入 或 及 时 发 出 检 察 建

议。依法提前介入两起疫情防控相关案件，

引导侦查，为疫情防控期间案件办理贡献检

察力量。

加强宣传 传播检察正能量
战“疫”期间，该院通过微信、微博、头条

号、抖音等新媒体端口发布战“疫”信息 893

条，其中原创作品 171 条，《寒风中的泡面》《花

山区检察院提前介入一起售卖假冒口罩案》

等作品多次被国家级、省级媒体采用。从防

控疫情、检察工作两不误，检察人在战“疫”前

沿的坚守等角度，在向群众宣传防疫知识的

同时，展现花检人战“疫”风采，营造群防群治

的良好氛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这场战

“疫”中，花检人争相走在抗疫的最前沿，践行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

兰终不还。”在这场战“疫”中，花检人不惧风

雨，不畏艰险，勇当先锋，不胜无归！

胡倩雅

坚守战“疫”前沿 贡献检察力量

2 月 19 日上午，马鞍山市清真寺民主管理

委员会领导带队慰问该院防疫前沿工作者，并

为他们送去了牛奶、饼干等物资，对他们的坚

守和无私奉献表示感谢。“你们以前经常来帮

助我们，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疫情当前，又冲

锋在前沿，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这是我们的

心意和感谢，一定要收下啊！”

前来慰问的大多数是居住在花山区的

甘肃临夏拉面人，和花山区检察院的情谊

缘于该院在市清真寺设立少数民族法律服

务 点 ，并 定 期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和 法 律 援 助 。

知道平时给他们解决难题的检察官们奋战

在防疫前沿，他们也想尽自己的一点心意，

表达感谢。

对于马鞍山市清真寺的暖心慰问，花山区

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思清表达了感

谢，并表示该院干警会继续坚守岗位，筑牢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防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检察力量。

卢青云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携手共抗疫

疫情防控期间，花山区检察院积极创新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方式，确保未检关爱不掉线，

办案防疫两不误。该院“满天星”未成年人护

航团队于“花山未检”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法

治宣讲栏目，通过普法微视频生动讲解了与疫

情相关的法律和自我防护知识。帮助延学在

家的同学们更好地应对疫情，提高特殊时期的

法律防范意识。

小林（化名）是一名高三学生，因受不良青

年影响，涉嫌犯罪，后因情节较轻、悔罪态度较

好，花山区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在11个月的考验期内，小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认真接受矫治和教育、努力学习并坚持定期报

告。2月14日，考验期满，承办检察官采用“线上

不接触”的方式，通过微信视频对小林宣布不起

诉决定。同时叮嘱其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做好自

我防护工作。小林也真心悔过，表示在今后的生

活中会努力学习，成为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小鹏（化名，未成年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

安机关依法提请花山区检察院审查逮捕。对

其依法讯问前夕，该院未检部门了解到小鹏的

父亲在监狱服刑，其母远在外地，无法到场参

与讯问，故为其申请司法所工作人员成为其合

适成年人到场参与讯问，在办案的同时谨守疫

情防控要求，采用特殊的方式维护未成年人的

诉讼权益。 杨婷

守护成长 让爱在线上传递

近日，花山区纪委派驻区检察院纪检监察

组通过谈话提醒、实地督查等方式，助推疫情

防控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在检察

机关有力落实。

以“谈话提醒”促责任落实。主动开展日

常谈话，听取干警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了解

思想动态以及防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对发现

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引导干警自觉

提高政治站位，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去。通过在工作微信群严明疫情防控工作纪

律，发布警示案例等内容，要求大家保持良好的

工作作风，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以“实地督查”促防控实效。监督做好疫

情排查工作，及时准确掌握全院人员假期出行

轨迹和身体健康情况，督促大家做好个人健康

防护。每日到该院体温检测点、各楼层公共办

公区域等地点，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开展

监督检查；多次深入小区疫情防控岗亭，对该

院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监督检

查，督促干警和工作人员按时到岗、认真履责，

保障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夏雨萱

发挥纪检监察职能 共同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期间，花山区检察院坚持疫情防

控和检察工作两手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

院下发的《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

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尽可能

减少外出办公、办案，尽量不采取当面方式讯

问犯罪嫌疑人。对危害公共安全和市场秩序

的犯罪行为，依法快捕快诉，从严打击，为疫情

防控提供坚强的检察保障。

无论是在检察服务大厅还是办公区域，干

警们都自觉戴起口罩，身体力行参与疫情防

控。在门卫室设置体温检测点，凡进出人员需

接受体温检测并登记，严格监管车辆出入。定

时对电梯、食堂、大厅等重点场所进行每日一

次的全面清洁和消毒工作。根据上级要求统

筹协调，提倡网络办公、电话办公、视频开会，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减少人员集聚。做好

疫情排查工作，及时准确掌握检察干警假期出

行轨迹和身体健康情况，并每日统计上报全员

健康情况。

周杨

打竹板 响连天
法律知识记心间

疫情防控正当时

新型违法频出现

网络诈骗需警惕

火眼金睛告诉你

小神兽 关太久
爸爸妈妈苦成愁

班级群里传喜讯

通知开学让缴费

喜出望外来扫码

千金散去不复还

开学需等官方告

私人账户莫轻信

冒充老师把财骗

事件多发要记牢

中学生 学习忙
网课教学翻花样

传来链接要收费

莫要轻信多想想

教育部门出规定

网课资源全免费

骗子手法千万种

时刻警醒要注意

涉及钱财需谨慎

确认身份确认人

万一已成瓮中客

切记报警留证据

抗疫曙光已出现

守好家园终有聚

战“疫”当下，面对风雪交加的恶劣
天气，花山区检察院干警坚守岗位，在做
好进出居民登记和体温检测的同时，配
合社区及时清理小区门口的积雪，保障
居民安全出行，用检察担当合力筑牢社
区疫情防护墙。

疫情期间网络诈骗检察官姐姐快板书教你如何防范

防疫复工两手抓 花山检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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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南京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获悉，截至2月26日，南京
市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工业
复工企业用电恢复量全省第一。

南京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
南京市深入贯彻“一手抓防控、一
手抓发展”的工作部署，坚持防控
标准不降，复工手续简便优化，全
力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2月26日，除部分纳入年度整
治、搬迁计划的企业外，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复工职工
39.8万人，职工返岗率达7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业用
电量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工业复
工 企 业 用 电 量 恢 复 占 比 超 过
80%，位列全省第一。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南京
市工信部门将围绕产业链条的衔
接贯通，继续加强对复工企业的
协调保障，对所有规上工业企业
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督促企
业落实防疫措施，积极帮助企业解
决原材料供应、配套企业复工、物
流运输、员工招聘等具体问题，推
动产业链条上下游循环畅通。同
时，积极做好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
产组织工作，进一步扩大工业企业
复工面，提升产能利用率。 徐宁

失而复得
300员工奔向复产1900

南京规上工业企业

100%
复工

用电恢复量全省第一

昨日，南京警方在市公安局
举行新闻发布会，江苏省公安厅副
厅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常和平出
席会议。南京市公安局在会上通
报了“2·10”复工企业特大被盗案
案件侦破情况，市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南京警方在疫情防控期
间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服务民生支
持企业发展的工作情况。会上还
向受害企业负责人发还了警方追
缴的1900余万元被盗款。

“这 1900 余万钱款，是公司
300余名职工的待发工资和年后
项目的启动资金，关系整个公司
的命运。在复工复产关键时刻，
帮我解了燃眉之急。”该企业负
责人孙某某说，“今后，我一定带
领企业为南京经济发展多作贡
献，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通讯员 宁公宣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王业全

昨日，南京警方在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江苏省公安厅
副厅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常和平出席会议，并向受害企业负责
人发还了警方追缴的1900余万元被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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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科技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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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盗款发还现场。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常和平把1900余万元追缴款交给企业。孙陵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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