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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城温州城··热线热线 6

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浙江省新闻名专栏浙江省新闻名专栏

一、建设单位：温州市洞头区渔港工程建设指挥部
二、工程名称：洞头区中心渔港疏浚工程设计
三、工程地点：洞头区中心渔港
四、立项文件：洞发改固〔2017〕50号
五 、工 程 概 况 ：渔 港 港 区 航 道 疏 浚 总 长 度 约 3640m，疏 浚 面 积 约400000m2，疏浚总方量约100万m3。
六 、招 标 内 容 ：渔 港 港 区 航 道 疏 浚 总 长 度 约 3640m，疏 浚 面 积 约400000m2，疏浚总方量约100万m3等工程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设
计及相关服务。
七、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八、设计周期：合同签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初步设计送审稿；初步设
计评审纪要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初步设计报批稿，20个工作日内
提交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正式施工图。
九、资质要求：投标人资质：具有水运（港口工程、航道工程）乙级及以上
资质；项目负责人资格：水运、港口海岸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

及以上。
十、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十一、1、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招标文件每套价格500元人民币，售后不
退。2、集中购领招标文件时间：2017年6月1日－2017年6月5日，上午08:30-11:30，下午 14:30-17:30，地点：洞头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新城二
期），其他购领标文时间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本工程实行不记名制度出
售招标文件，购买招标文件时不必提交任何证明手续。3、招标文件、清单
及图纸等资料也可到洞头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www.dtggzy.com）工程
在线服务栏目下载；交易证刷卡、投标保证金提交严格按招标文件执行。
十二、招标单位联系人：徐 工 电话：0577-63387103

代理单位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7-63383518
十三、中心咨询电话：0577-63383208

温州市洞头区渔港工程建设指挥部
温州市洞头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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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2016年度瓯海区“三改一拆”工作

先进集体

瓯海区梧田街道

荣获：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试点县

苍苍 南南 县县

荣获：2016年度创业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鹿城区南郊街道鹿城区南郊街道

荣获：最受市民欢迎的森林公园
四海山总面积38418亩，森林覆盖率97.59%，有四海之林、

花、云、雪海。避暑圣地生态小木屋19栋，餐厅容纳150人就餐。
高山云雾茶，高山百合，野生猕猴桃，有700多亩杨梅基地，野菜100多种；平均负氧离子在7万个/cm3以上，
为城区的几千倍。最高的达到13万，最高海
拔 1196.7 米上潘大尖，维管束植物有 1061
种，珍稀树种有：黄山木兰、浙江水青冈、短
鄂黄莲等；野生动物有黑麂、云豹等。景点
有青龙幽谷、一线天、蝙蝠幽洞、四海尖看日
出、海龟山上、天柱岩、七星湖、飞虹瀑。杜
鹃花是四海山森林公园的亮丽风景。

永嘉县四海山省级森林公永嘉县四海山省级森林公园园

荣获：2016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团委

瑞安市陶山镇团委瑞安市陶山镇团委

荣获：2016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团委

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市龙湾区
永兴街道团工委永兴街道团工委

荣获：第三批“基本无违建乡镇”

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

荣获：2016年度市级五四红旗团委

团温州市洞头区委团温州市洞头区委

荣获：2016年度温州市先进团组织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团委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团委

荣获：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成效较好、闲置土

地较少的市

瑞瑞 安安 市市

荣获：浙江省A级纳税信用企业

华润电力华润电力（（温州温州））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荣获：2016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

文成县交通运输局文成县交通运输局

荣获：2016年度温州市先进团组织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团委司乐清市支行团委

荣获：2016年永嘉县“大拆大整”专项行动

先进集体

永嘉县乌牛街道永嘉县乌牛街道

荣获：最受市民欢迎的森林公园

瑞安瑞安 桐溪森林公园桐溪森林公园

荣获：浙江省A级纳税企业
浙江瓯海铁路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着铁路

交通相关的仓储物流、房地产、商业、广告等现
代服务业的投资开发和经营管理。公司秉承

“管理求精、产品求精、服务求精”的质量方针，
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积极改革创新，
实施品牌战略，创建精品工程，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展望未来，我们诚盼您的加入，共同发
展，共创辉煌。

浙江瓯海铁路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瓯海铁路开发有限公司

荣获：2016年度“温州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温州市育人教仪制造有限公司遵循以“科

教兴国、科技育人”为己任的发展原则，研制生
产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理、化、生实验室成套
设备和齐全的实验室配套配件，赢得了学校和
同行的认可和信赖。让更多的客户享受到我
们专业、高科技和安全实用的实验室设备，配
合您一起创造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是我们最大
的心愿。

温州市育人教仪制造有限公司温州市育人教仪制造有限公司

荣获：最受市民欢迎的森林公园

泰顺泰顺 飞龙山市级森林公园飞龙山市级森林公园

荣获：最受市民欢迎的森林公园

洞头洞头 小荆山市级森林公园小荆山市级森林公园

荣获：最受市民欢迎的森林公园

文成文成 石石垟垟省级森林公园省级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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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万千
家庭幸福安宁，关乎社会和谐稳定，
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法治教
育的力度，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全面
培育、优化未检司法环境，是未检保
护性司法提出的必然性要求。温州
未检在依法办案、创新机制的同时，
自觉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彰显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深度。

5 月 24 日下午，市检察院未检处
的检察官们走进温州第二十一中学，
向中学生们开展校园法制宣传讲
座。检察官们结合学生青春期的生
理、心理特点，以提问题、举案例、放
微电影的方式与同学们进行互动，有
针对性地讲解了校园欺凌行为的表
现方式以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以
此警醒同学们不要成为校园欺凌的
实施者。同时，还告知了同学们心
理健康以及犯罪预防等方面的知
识。现场，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和爽
朗的笑声，表达了他们对于法制宣传
的欢迎。

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免受犯
罪侵害，温州市检察院在组建全市青
少年法制教育讲师团的基础上，联合
市教育局在全省率先开展法制教育
进校园新模式。通过市教育局“新雨
讲坛”网络预约平台，中小学和幼儿
园可跨区域自主选择课程和讲师，预

约检察官进校园授课。这一创新举
措获得了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的普
遍欢迎。2016 年，全市共开展法制
宣讲36场次，覆盖76所学校，覆盖人
数达 16790 人。瑞安市检察院还创
新形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以小
学生防性侵为主题的“薇薇道来”未
检法治教育系列小课堂，不但被网友
广泛阅读和转载，还得到最高检的鼓
励和肯定，荣获 2016 年全国检察新
媒体优秀作品三等奖。至今，全市共
有 1 个课程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教育精品课程，
2 个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1 个课程
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未检业务精品
课程。

不仅如此，我市两级检察院还积
极申报、创建“青少年维权岗”，着力
提升未检的社会美誉度，进一步增强
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认同。近年
来，温州市检察院未检处被确定为

“省级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单位，瑞安
市检察院未检科被命名为“全国青少
年维权岗”，平阳县检察院未检科、泰
顺县检察院公诉科被命名为“省级青
少年维权岗”。此外，龙湾区检察院
未检科、乐清市检察院驻兴乐集团帮
教基地、文成县检察院公诉科、苍南
县检察院未检科也获得“市级青少年
维权岗”称号。

温州检察机关以创新引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优发展

让司法阳光照进未成年人心中 数字解读温州未检工作

2016 年度，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
查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89 件/494
人，审结审查逮捕案件 389 件/491 人，其
中批准逮捕 270 件/333 人，不批准逮捕
119 件/158 人，不捕率为 32.2%，2015 年
全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捕率
为23.9%，同比上升8.3个百分点。

2016 年度，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
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613 件/836
人，审结审查起诉案件 605 件/834 人，其
中起诉 435 件/584 人，不起诉 121 件/161
人，附条件不起诉 49 件/89 人，不诉率为
19.3%，2015年全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不诉率为 13.8%，同比上升 5.5 个
百分点。

2016 年，在温州市检察院精准打击
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章某等 26 名被告人
拐卖 27 名婴儿案件中，温州检察机关主
动延伸检察职能，积极解救安置被拐婴
儿，做好“后半篇文章”，着力解决案件背
后的社会问题。这一做法引起社会和媒
体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
目对该案进行专题报道，经验材料被高
检院未检办转发，并写入 2016 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此外，经办检察官了解到，一名被拐
卖男婴的生母林某对遗弃儿子的行为幡
然悔悟，希望刑满释放后能够抚养孩子。

一方面，出于人性最基本的血亲的
考量，检察机关希望男婴能回归到母亲
的身边，但林某因遗弃罪身陷囹圄，无法
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而她的入狱更是
令本就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另一方
面，此时被拐卖的男婴已经在寄养父母
家中被抚养近两年，彼此间建立起深厚
的感情。

为破解男婴的归属问题，保证男婴能
在安全和幸福的环境下健康成长，经过深
思熟虑，在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大前提下，检察机关召集男婴的外祖父母
和寄养人进行深入商讨，最终达成一致：
出于对亲情的尊重，最终决定由其外祖父
母代为抚养该男婴，直至林某出狱。

在每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
中，温州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始终高度关

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
全方位的司法保护，为未成年被害人撑
起“法律保护伞”。

2015 年，乐清市检察院在办理谭某
强奸案过程中，发现存在撤销监护权的
情形，遂提起了全省首例撤销监护权的
申请，做法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和推
广；同年，该院还建议、支持徐某强奸案
中被害人胡某诉请人身及精神损害赔偿
并成功获判，这是全国检察机关首例。

在侦查办理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案件
过程中，公、检机关不可避免要询问未成
年被害人案件经过。为了减少对未成年
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温州市检察院在
瓯海区检察院、乐清市检察院率先开展

“一站式询问”试点工作，与当地公安部
门建立联动机制，通过检察官提前介入，
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一次询问、取证。

温州市检察院未检处相关负责人介
经，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通过
立足检察职能，强化法律监督，从严打击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严重刑事犯罪，以
实现最直接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双
向延伸司法保护维度，加强对未成年被
害人的保护力度。

为了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我市
检察机关立足办案职能优势，注重发现
未成年人案件背后所暴露的社会治理问
题，以检察建议督促相关管理部门查漏
补缺，深化司法保护内涵。

推进“服务+”模式
为未成年被害人撑起保护伞

今年 6 月 1 日才满 18 周岁的
杨某，却在人生道路上走了弯路，
受朋友教唆多次盗窃，被公安机关
抓获。平阳县检察院经过社会调
查、听证会征求社会人士意见，取
得被害人、公安机关经办人同意
后，对杨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并根据杨某的成长经历、家庭
环境、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因素，
量身为杨某打造为期 6 个月的帮
教计划——企业“隔离式”帮教与
家庭“关怀式”帮教同步进行，潜移
默化地改变杨某的不良社会习气，
帮助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经
过多方帮教，杨某深刻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真诚悔过，在心理老师的
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并
且据此做出职业规划。

以帮教工作为抓手，我市检察
机关未检部门强化对未成年人犯
罪嫌疑人、罪犯的教育、挽救力
度。前年出台了《温州市检察机关
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帮教
工作暂行意见》，向全市未检部门
在帮教流程、技能培训和风险管理
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同时，在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
成年人进行帮教考察的基础上，将
帮教工作延伸到做相对不诉处理

的未成年人及已判决未成年人。
如龙湾区检察院深入未成年人管
教所，对服刑未成年人罪犯进行回
访帮教，将帮扶教育未成年人工作
最大化、最优化。截至目前，全市
检察机关已建成帮教基地102个。

另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与
社会公益组织合作等方式，吸收专
业社会力量从事司法职能以外的
事务工作，加强帮教专业性。如苍
南县检察院通过引进义工参与司
法过程，构建未成年人“公益+帮
教”新模式，实行“一对一”全程观
护帮教，建立个人帮教档案，制定
个性化帮教方案，为后续帮教工作
开展奠定基础。截至目前，义工参
与相关案件帮教累计 40 余起，担
任在场合适成年人 60 余人次，经
验做法受到高检院办公厅转发推
广。目前，全市已有瑞安、苍南、龙
湾、乐清、永嘉、平阳等 6 个院实行
政府购买帮教服务模式，其余基层
院也在大力跟进。

为解决温州外来未成年人特
别是“三无”人员（即无监护人、无
固定收入、无固定住所）较多的情
况，温州市两级检察院结合本地实
际，探索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帮教
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实现
对外来未成年人的平等司法保护。

推进“帮教+”模式
为涉罪未成年人找“出路”

推行“预防+”模式
以案释法打好“预防针”

新闻+

本报记者 刘宏宇 通讯员 邹陶然 章洁

上周，一场以“法治进校园，护航未成年人成长”为主题的检察开放
日系列活动陆续开展。平日里严肃端庄的检察官们，走进校园，向中学
生开展校园法制宣传讲座；开门迎客，邀请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未成年人保护部门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和新闻记者走进检察机关，参加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和座谈会；走进基层检察院，调研指导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我市检察机关在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举措和成效，提升了社会各界对检察机
关职能的认识，提高了法律监督的公信力。

市检察院开
展“法治进校园，
护航未成年人成
长”为主题的检
察开放日系列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