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孔
!

版周刊周刊
SHENGYINZHOUKAN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电子信箱!

#$%&$%'!&'()*+

编辑 郭美宏 校对 李 娜

检察印象

"

每年全国人代会上，“两高”报告都非常实在，讲问题不遮不掩，谈举措扎
实有力。平常与检察机关打交道时，我也同样有这种感觉。

■检察机关代表联络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有什么问题都能及时答复。

■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工作做得越来越细致，代表现在通过报刊、网站、微信
等多种渠道都能了解到检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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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合塔拜!沙迪克" 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明德路支

行大堂经理"曾获 $全国劳动模范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级$十佳服务明星%$巾帼岗

位标兵%等称号&

食品安全，不止于“询问”

#

马 惠

!"#$

年! 河北唐山将迎来诸多

大事要事" 承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第

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

会议%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仪式

以及举行纪念抗震四十周年系列活

动&&食品安全问题作为这些重大

活动的基础性和保障性工作之一!对

于活动的成功举办将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近年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围

绕食品安全! 不断改进监督方式方

法!全力促进食品安全水平大提升(

执法检查"两级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重头戏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以发现和督

促问题解决为重点!深入田间地头%

农贸市场%商店超市%加工作坊%饮

食摊点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

调研和执法检查(各县)市*区人大

常委会也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相

继开展了执法检查工作'

曹妃甸区人大常委会在食品安

全执法检查中!创新工作方法"避开

工作时间检查+当场检测%现场执法!

极大的警示和震慑了违法经营者(

乐亭县人大常委会督促政府

深入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培训

和诚信示范体系建设!先进典型层

出不穷(在由中央电视台%,经济日

报-策划承办的.食品安全!诚信守

望/新闻公益行动中!.乐亭罗锅香

油坊/创办人田务秋入选第一批先

进典型'

古冶区人大常委会在集中开展

执法检查后! 将案件查处列为今明

两年跟踪监督的重点' 先后到区公

安分局+法院+检察院!就案件查处+

打击犯罪方面调研督查! 追踪食品

安全案件和整治查处情况!督促.一

府两院/ 和公安部门加大对食品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迁西县人大常委会以人大决议

和建议方式推动政府连续四年将食

品安全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

作为考核相关县直单位和乡镇工作

的重要内容!集中力量予以推动!有

力地促进了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

专题询问"提高监督的力

度和深度

今年
%

月
&

日!唐山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就食品安全

问题开展了专题询问'

来自唐山市食药监局+食安办+

农牧局+财政局+公安局+质监局+工

商局+卫生局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就食品安全工作接受该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询问'

.哪位同志询问请举手'/专题询

问主持人+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全民话音刚落!常委会委员王敬武

随即发问".我市食品安全的监管现

状如何0监管能力如何0/

唐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长房香立即应答".一直以来! 我们

推行的是分段管理为主+ 品种管理

为辅的食品监管体制&&食品安全

监管能力近年来持续得到加强'首

先! 在财政资金保障上!

!"'(

年以

来!市财政累计安排机构运转+食品

抽检+宣传培训+举报奖励经费共计

)(*+

余万元'/

.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

私屠滥宰+ 肉品注水和使用违禁物

质+ 病死畜禽流入市场的现象'请

问"我市是否存在以上的问题!在监

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手段和措施0/

.我们一直在和其他有关部门

不断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力度! 但坦

率地讲! 这些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

根治' 为了做好畜禽肉品质量监管

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

是完善制度&&/ 唐山市农牧局局

长张印勤坦率作答'

紧接着!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陆

伟对应机关职责回答".对于使用违

禁物质以及病死畜禽方面凡涉嫌刑

事犯罪的! 我们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三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共侦办1病死

猪2案
,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

人(/

&&

问者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答者

实事求是#坦诚深入(

最后! 唐山市政府有关领导表

示!下一步将按严管严抓的要求!加

强食品安全基层监管体系的建设!

建立最严格的标准#最严格的制度!

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

力推动唐山市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

城市建设(

持续监督"让食品安全总

体水平稳中向好

为更好地推进唐山市食品安全

整体工作!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随后

将关于食品安全的审议意见转交给

了唐山市政府! 其内容涵盖了食品

安全的体制#机制#监管等方面333

加快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改革(

理顺监管工作机制" 在机构职责合

并过程中! 严格按照监管职能的百

分比进行人员调配4 在基层设立派

出监管机构! 配强配齐基层监管人

员( 同时! 按照新的食品安全法规

定!统一制定检测计划#布置检测任

务!依法完善设施设备!足额保障检

验检测经费!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评估所需采集样品和检测费用列入

财政预算(

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切实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职

能交叉# 重复执法# 监管缺位的问

题!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无缝衔接4

建立食品安全的信息平台! 完善食

品从业者.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

度!发挥社会和媒体监督的作用!加

大对投诉举报的奖励和对不良商家

的曝光力度! 逐步形成政府部门监

管# 行业自律和广大群众监督的食

品安全监管格局(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力度(

强化初级农产品生产环境监管!把

好食品生产的源头关4 依法严把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准入关# 产品质量

检验关和产品出厂关4 进一步强化

对餐饮服务单位等级量化管理!切

实规范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操

作行为和服务行为4 按照划片管理

原则!实行定岗#定职#定责#定人开

展市场监管(

深化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

传教育( 大力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和食品安全知识! 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食品消费的

维权意识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的参

与意识!营造全民关心食品安全#全

民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如今! 唐山市正如火如荼地开

展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试点工

作(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安树彦

表示!.守护食品安全! 人大责无旁

贷(因此!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不断

地关注食品安全!让百姓吃得安全!

吃得放心(/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人大

常委会$

穆合塔拜·沙迪克：
幸福像花儿一样

$

本报记者 王 地

没想到! 采访穆合塔拜5

沙迪克代表是在大学校园里(

这位举止文雅# 笑容灿烂

的乌孜别克族女性! 从银行大

堂经理! 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模班的学生! 对于角色间的

转换!她丝毫不感吃力!因为在

银行系统从业的
!*

年时间里!

她始终在不停地挑战自己!转

战多个工作岗位! 又迅速适应

多个工种(她说!人生就是不断

向自我挑战 (.客户对我的肯

定!是我最大的幸福(/说着!她

笑了!像花儿一样(

用真情对待客户

'))!

年!

'&

岁的穆合塔拜

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吐鲁

番地区的工商银行托克逊县

支行接受锻炼( 刚到那里!她

就找到支行领导!主动提出从

窗口柜台到后台!每个工种她

都想锻炼( 一年多时间里!穆

合塔拜把营业部每个岗位都

试岗了一遍! 算盘打不好!她

就吃完晚饭再返回单位加班!

点钞不够快!她就趁别人休息

闲聊时自己默默练习( 后来!

她代表支行到吐鲁番地区参

加比赛并拿了奖(

')),

年!穆合塔拜回到乌

鲁木齐!被分到了离家较远的

仓房沟分理处!她有些小小的

沮丧(.当时领导说!年轻人不

要怕锻炼!这给了我坚持的勇

气(/她很快适应了新岗位!领

导见她干活麻利!又把手工算

利息的活交给她(由于工作量

很大 !上班时间算不完 !穆合

塔拜就常把账本带回家熬夜

加班 (第二天 !她又精神抖擞

地去上班(当时去银行办业务

还不是叫号!客户随意选择窗

口 (每天 !在穆合塔拜这个窗

口排队的客户最多!因为她办

业务熟练!服务态度又好(

一年后! 穆合塔拜的业务

量已经是全行最高( 在前台工

作已经驾轻就熟之际! 忽然有

一天! 领导找她谈话!.事后监

督工作在银行里也很重要!你

调到事后监督部门吧(/穆合塔

拜心里又忐忑了! 我能适应新

岗位吗0晚上回到家!丈夫的鼓

励给了她勇气!.没事! 你能行

的!哪个岗位都难不倒你(/

!""!

年! 经过集中竞聘!

穆合塔拜被调入工行乌鲁木

齐市明德路支行营业部(明德

路支行是乌鲁木齐市的明星

支行!支行周围都是自治区一

级的大单位 !业务量大 !工作

丝毫马虎不得!穆合塔拜如履

薄冰 ! 正准备施展一番拳脚

时 !第三天 !领导又把她叫到

办公室 !.我看了三天的监控

录像 !你的工作态度好 !人也

勤快!举止得体!从明天开始!

你就担任大堂经理一职吧 (/

穆合塔拜向记者形容当时的

心情时 !张大了嘴巴 !仿佛回

到了当时 !.天啊 ! 怎么会这

样 ! 我可从来没干过大堂经

理!这要直接与客户面对面交

流沟通!我不擅长(/

这对穆合塔拜来说的确

是个严峻的挑战(刚开始的几

个月里!每天从早上站到晚上

的节奏 !她极不适应 !晚上回

到家里! 整个小腿都是肿的!

在没人的时候!她哭过(.鞋子

不知买了多少双!就是为了找

一双站
&

个小时能不累的(那

段时间!丈夫给了我莫大的鼓

励/!穆合塔拜告诉记者!后来

她想!干得好!腿也疼!干得不

好 !腿还是疼 !那她为啥不干

出个样子来 6汉语不好 !她就

跟着女儿到学校!从汉语拼音

开始学起! 沟通经验不足!她

就从别的大堂经理那里 .偷

师/学些处理方式(慢慢地!她

变成了 .服务能手/! 这些年

来!她化解的客户与银行间的

大小危机!数不胜数(

有一次!一位女客户因灵

通卡丢失无法做三方存管确

认 ! 来到银行办理了挂失业

务!挂失到期时却因不慎将脚

摔骨折住进了医院!由于制度

规定三方存管业务需要本人

办理!女客户只好亲自来办补

卡业务(当这位客户左脚打着

石膏 %双手拄着拐杖 !满肚子

怨气 ! 骂骂咧咧地来到银行

时!作为大堂经理的穆合塔拜

赶紧迎上前去!搀扶着这位女

客户询问办理什么业务(这一

问不打紧!女客户更加激动地

大声嚷嚷起来!穆合塔拜一边

搀扶着她耐心地作解释!一边

赶紧来到挂失柜台十分礼貌

地请先到的两位客户让这位

女客户先办理业务!并及时安

排另一柜台为她办理了三方

存管业务(

然而!这些并没能平息女

客户的激动情绪(整整一个下

午!穆合塔拜都陪在这位女客

户身边 !与她拉家常 (听说她

要等待家人!穆合塔拜忙将她

扶到离门口最近的沙发上坐

下!并将自己的衣服盖在她只

穿了一条单裤打着石膏的腿

上!穆合塔拜形容当时那位女

客户的表情 !.眼睛直直地看

着我!或许是我的举动完全出

乎她的意料(/后来!女客户喊

来了丈夫!一见面就大夸特夸

穆合塔拜的好!让丈夫无论如

何要在工行办理财金卡!她还

和穆合塔拜成为好朋友(

后来还发生了许多类似

的事情!一些储户都成为她的

朋友(

!""&

年! 穆合塔拜从全

国
("

多万工行员工中脱颖而

出!获得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首

届.十大感动工行员工/(

为民办事是一种快乐

!"'*

年!穆合塔拜迎来了

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荣誉!

成功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穆合塔拜说她接到这个消

息通知时! 激动得泪流满面(

.女儿知道了! 高兴地抱着我

说!妈妈你太棒了6/

然而紧接着!穆合塔拜又

开始惴惴不安了 !.我能胜任

吗0人大代表对我来说不是荣

誉 !而是使命和责任 !因为我

代表的是全新疆各族人民(/

两年多来!穆合塔拜一直

尽心履职 (她说 !能为人民解

决些问题!感到由衷的满足和

快乐(

!"'(

年全国两会! 她一

共带来了
,

份建议!每一份都

是经过多方调研!听取老百姓

意见和心声后撰写的(

穆合塔拜不但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注重调查了解社

会热点问题 ! 还主动深入社

区 %学校 !倾听各族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收

入分配和教育改革 % 劳动就

业 % 提高养老金和农民工待

遇% 完善法治建设等内容(她

将收集到的几十个问题作了

认真梳理分析 !写出了 .关于

促进金融业更好地为支持新

疆跨越式发展服务的若干建

议 /.关于加强对新疆维吾尔

药业发展的引导!出台促进维

吾尔药业发展政策法规的建

议 /.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

育的建议 /.关于在新疆建立

乌兹别克文学艺术博物馆的

建议/等
,

份建议(

穆合塔拜尤其关注新疆

青少年的法治教育(经过多次

调研!

!"',

年全国两会! 她带

来了.关于尽快全面落实青少

年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的建议/(她透露!明年两会

她还将把关注重点继续放在

这一领域(

关心法治话题" 关注

政法队伍建设

.目前我们国家全面进入

依法治国的时代!我对法治的

话题也特别关注(/ 穆合塔拜

说 ! 每年全国人代会上 !.两

高 /的报告都非常实在 !讲问

题不遮不掩 ! 谈举措扎实有

力 ( 平常与检察机关打交道

时!她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检

察机关同人大代表的联络工

作做得越来越好!有什么问题

都能及时答复(检务公开工作

也做得也越来越细致!代表现

在通过报刊%微信等渠道都能

了解到检察信息(/

穆合塔拜说 !.政法干警

太不容易!我亲眼见证过他们

的辛苦!所以每次在不同场合

座谈时!我都呼吁提高政法人

员的待遇(/

从去年年底开始! 最高检

针对八个方面司法不规范突出

问题! 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

期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 穆合塔拜对此一直十

分关注!.总体而言! 政法队伍

的素质都非常好! 但也存在个

别人员素质不高% 执法不规范

的问题!加以整治很有必要(希

望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步伐更

快!法治环境越来越好(/

在乌孜别克语中 !.穆合

塔拜/意为.善良/(这位热情%

诚恳 %善良的 .民族使者 /!因

为努力的付出!收获了多项荣

誉333参加工作以来!她先后

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营业

部.十大服务明星/.十大感动

工行员工/.全国劳动模范/等

等(

面对荣誉!穆合塔拜5沙迪

克看得很淡!她笑着说!这是幸

福!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为繁荣检察题材影视剧创作! 调动检察

机关和社会各界人员的积极性! 推动创作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最高人民

检察院影视中心% 中国检察官文联影视协会

联合举办检察题材优秀影视剧本征集活动 !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

年
&

月
'

日333

!"',

年
''

月
*"

日(

二%作品要求!

!(

主题思想应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记录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描

写对象以检察院%检察官为主!剧情贴近检察

工作和检察生活( 风格不限!可以是主旋律正

剧!也可以是诙谐幽默轻喜剧(

)(

体裁包括电

影%电视剧%微电影%栏目剧四类( 不接受剧本

大纲%创意%故事梗概等文字过于简略的稿件

以及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体裁的稿件(

*(

构

思新颖%故事性强!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具有

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

具有完整的

剧本架构!符合剧本的篇幅长度( 电影剧本时

长不少于
)"

分钟!字数不少于
*,"""

字!分场

戏不少于
'""

场4电视剧本不少于
*"

集!每集

字数不少于
',"""

字! 每集分场戏不少于
!,

场4微电影剧本时长不少于
'"

分钟!字数不少

于
*"""

字4栏目剧剧本时长每集不少于
*"

分

钟!字数不少于
'""""

字(

'(

须为作者原创%未

出版%未投拍的作品!且拥有独立%无可争议的

著作权!严禁剽窃%抄袭(

三%投稿方式!

!(

请统一使用
-./0

文档通

过电子邮件提交!恕不接受纸质投递( 稿件发

至"

12314567!"',8'$*92.:

! 电子邮件标题为

.检察题材剧本征集活动3作品名称3作者姓

名/(

&(

剧本封面须注明"剧本名称!编剧姓名%

单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

剧

本封面后%正文前要依次标注"编剧简介%主要

人物表%故事梗概)字数
&++

字3

!+++

字*(

*(

剧本正文字体须为宋体四号字(

"(

电视剧剧本

需另附分集大纲(

'(

作者还须填写附件中的

,检察题材优秀影视剧本征集活动参评表-)下

载 地 址 '

;<<=>?@---912/592.:@ABCD@CD0<@

!+',+%@<!+',+%!&3',*+(,'9;<:E

*! 连同作品

电子版以邮件形式一并发送!两者缺一不可(

四%评奖事项!

!(

本次剧本征集活动四类

体裁分别设一等奖
'

名!二等奖
!

名!三等奖

*

名! 主办方可根据实际参评情况适当调整(

&(

主办方对参加征集活动的所有作品首先进

行初评!然后组织专家进行终评(

)(

获奖作品

名单于评选结束后!在检察日报等有关媒体发

布!并颁发证书及奖金(

*(

主办方根据获奖作

品情况!积极推荐投拍或直接立项拍摄(

五%相关说明!

!(

征集作品需通过本次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审核!所有参评作品不得包含

不良或违法信息!未通过审核的作品不能参与

评奖(

&(

获奖作品署名权和著作权由作者享

有( 如涉及著作权纠纷等法律责任!由作者本

人负责!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获

奖证书%奖金的权利(

)(

主办方优先享有获奖

作品的使用权和改编权!并有权授予第三方拍

摄制作%发行和播放(

*(

参加征集活动的作者

在参评期间!个人信息如有变动!应及时告知

组委会办公室(

"(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为主办

方所有!主办方组织创作的作品不参加本次征

集活动(

'(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影视中心办公室( 联系人"才东%林楠4电

话"

+!+

&

',')+!'#

(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中国检察官文联影视协会

&+!"

年
-

月
&,

日

检察题材优秀影视剧本征集活动公告
穆合塔拜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