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法制周报·
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
员 廖伟 ）恶意阻工 、强
揽工程 ，将面临行政处
罚及刑事处罚 。 近日 ，
宁乡市检察院联合公
安、人社、住建、民政、市
监等 6 家单位共同出台
《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协助 、促进建
设工程领域依法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 》 （下
文简称《意见》），为依法
严惩建设工程领域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
提供更加全面的法治
保障。

《意见 》明确 ，以下
8 类行为将作为工程建
设领域涉黑涉恶现象 ，
适用本 《意见 》的处理 ：
在建筑工程招标过程
中 ，强揽工程 、恶意竞
标 、 暴力围标等行为 ；
在建筑材料供应 、运输
等环节，以恐吓 、威胁 、
暴力等方式行为强揽
工程或强迫交易等行
为 ；建设过程中拦截施
工道路 、 围堵建设工
地 、 强行拉闸限电 、停
水停电 ，恶意阻碍施工
进程等煽动闹事行为 ；
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
利用权力强揽工程项
目或利用职务影响力
等为违法假设工程充
当 “保护伞 ”的行为 ；利
用行业协会的优势地

位 ，串通行业内 “龙头会员 ”对价格 、
产量等达成一致，违法进行市场操纵
或垄断行为；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破
坏城市建设管理秩序、威胁打击报复
执法人员的行为； 在物业服务中，恶
意插手物业管理，以暴力手段阻碍物
业项目交接，勾结社会闲杂人员滋扰
业务，强行指定装修公司和装修材料
的行为；其他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违
法犯罪活动。

对于上述 8 种违法行为 ， 起草
《意见》的宁乡市检察院检察官指出，
将合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严
禁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市检察
院将对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行
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同时，经查实有
违法犯罪的企业或个人，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作出降低资质等级、吊销企业
资质证书，或者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
的 ，将被纳入 《宁乡市建设领域企业
（个人）不良记录档案》进行通报。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韦佳

“尽夸鬼斧神工巧 ， 造化钟灵亦太
奇”。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
一，也是湘鄂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和
中心区域。

近年来，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把文明
创建当作强基固本、促进检察工作发展的
重大工程来抓 ，按照 “围绕司法公正抓创
建，抓好创建促公正司法”的工作思路，持
续深入地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思想铸魂，凝聚检察正能量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将文明创建贯彻主题教育的全过
程，引导干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
和丰富内涵，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在检验主题教育效果测评中，市检察
院被市委主题教育第七指导组综合评定
为优秀档次，调研报告被评为全市优秀调
研报告。 系统科学推进支部“五化”建设，
2018 年党建工作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
作经验交流，2019 年被评为 “全市优秀基
层党组织 ”，第一 、第三支部被评为 “全市
优秀党支部”。

与吉首大学合作，成立省内首个市级
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 4 名法学教
授担任咨询委员。 大力推进“检答网”的普
及和运用，实现一线办案人员和最高检察
院专家的直接对话。 紧贴实战要求，加强
《民法典》 学习培训， 开展全领域岗位练
兵 、业务巡讲 、多层次业务竞赛和专门培
训 ，在练兵备战中培养出 “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 ”“全省检察业务专家 ”“全省民行检
察业务标兵”“全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
务标兵”等业务精英。

开办“道德讲堂”，让干警宣讲身边看
得见 、学得到的 “平民英雄 ”和 “凡人善
举”。 定期举办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家庭主
题笔会，干警及家属 120 余人参加。 传承
红色基因 ，组织“检二代 ”重走长征路 、参
观贺龙故居和户外拓展。

积极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组
织干警为困难群众、失学儿童捐款捐物 10
余次，筹集善款善物 7.6 万元，积极参加义
务植树、义务献血、义务“三导”、上街打扫
卫生等公益性活动 100 余次，增强检察干
警的社会责任感。

四级高级员额检察官胡健连续 15 年
无偿献血，荣获张家界市优秀志愿者和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该院先后获“残
疾儿童微心愿认领公益活动褒奖证书 ”
“无偿献血爱心单位 ”“扶贫工作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服务民生，提升检察好形象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主动

服务疫情防控大局，从严打击 9 类涉疫案
件，共办理涉疫案件提前介入 2 件 17 人，
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4 件 20 人。 坚持自身
防疫与依法履职两手抓，组织百余名干警
分批次参与当地隔离点驻守及社区和扶
贫村一线联防联控工作。 2 名干警防疫事
迹被 《湖南日报 》《法制周报 》等省级主流
媒体报道。

以落实最高检察院 “一号检察建议”
为契机，成立“澧兰工作室”，开展“法治进
校园” 巡讲活动 40 余次，2 万余名师生参
与。 通过互动交流 、一问一答 、赠送小礼
物、舞蹈等方式，加深师生对法律的理解。

建立健全涉旅办案“绿色通道”机制，
从速从快办理涉旅刑事案件，基本实现审
查逮捕 3 天办结，审查起诉 15 天办结，比
法定办案期限缩短一半以上 。 积极服务
“黔张常” “张吉怀 ”铁路等重点项目 ，建
立 “检铁联席会议 ”制度 ，为 铁 路 参建 单
位组织专题警示教育 ，依法对在 “张吉
怀 ” 高铁项目部强行参工参运的符某
等 6 人恶势力犯罪快捕快诉，为张家界旅
游经济提质增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
环境。

聚集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平等保护，针
对农民工群体法律知识和诉讼能力不足
的问题 ，加强支持起诉工作 ，帮助农民工
追回欠薪 3 万余元。 持续监督和支持人民
法院解决民事裁判执行难问题，共办结执
行监督案件 25 件， 涉案标的价值 960 余

万元，涉及修复林地 23.61 亩，修复公益林
3.0465 亩。

开展 “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安全”公
益诉讼专项行动，对在米粉中添加罂粟壳
粉 、油条中添加泡打粉 、以及网络餐饮外
卖经营者超范围经营等问题 ， 立案 105
件，并以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加强市场
监管。

美丽机关，营造检察“暖氛围”
对机关大院、食堂等进行美化、绿化、

亮化，精心构建四季不谢 、鸟语花香的园
林绿化环境，2019 年张家界市检察院被评
为“六城同创·最美庭院”。

适逢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
的特殊时期， 积极搭建思想交流平台，建
立交心谈心制度，畅通领导与干警交流渠
道，确保司改顺利平稳推进。 搭建从优待
检平台 ， 每年组织干警进行一次健康检
查 ，为干警办理重大疾病险 、疾病及意外
事故身故险 、意外事故门诊险 ，让干警感
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温暖。

健全考勤、卫生、车辆等相关制度，重
新梳理各项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及执法
行为规范 ，严格用制度管人 、管案 、管事 、
管物。 开展“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行动，鼓
励干警从节约一滴水 、一张纸 、一度电做
起，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开展文明餐桌行
动和光盘行动，倡导文明就餐。

文明促提质 、文明促和谐 、文明促发
展。 张家界检察人将以更加清晰的创建思
路、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更加有力的工
作措施，全力续写新时期检察工作和文明
创建深度融合、和谐共赢的新篇章。

文明之花耀检徽
———张家界市检察院文明创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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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罗树中(左二）与青年干警在图书阅览室交流学习。

长沙市检察院完成内设机构改革
设立全省唯一的知识产权检察部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通讯员 粟雯） 9 月 16 日， 记者从长
沙市人民检察院获悉， 检察机关恢复重
建以来规模最大、 调整最多的一次机构
改革已完成。 内设机构由 22 个调整为
19 个，以案件类型和业务性质赋予新职
能职责，突出专业化建设 。 根据长沙市

知 识 产 权 增 量 占 全 省 40%以 上 的 实
际情况 ，设立全省唯一的知识产权检
察部 。

改革后 ，实行“捕诉一体”新的办案
机构， 按照一个事情由一个机构负责到
底的原则， 统一履行审查逮捕、 审查起
诉、支持公诉、诉讼监督等职能 ，提升检

察官办案专业化水平。 改革还在设立第
一至第五刑事检察机构基础上， 通过单
独设立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机构，来
强化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人员配备和力
量投入，在员额配置、年龄结构上均进行
了优化， 民事行政检察检察部门人员配
置增幅 28.6%，推动解决“重刑轻民”“重

刑事轻行政”等问题。
根据长沙经济发展以及检察办案情

况， 围绕满足当前社会对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和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的关切， 在机
构总数紧张的情况下， 单独设立了未成
年人检察和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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