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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冯田） 为服务保障
“六稳”“六保”工作，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9 月 29 日，茶陵县检察院对一起非
法占用农用地涉企案件举行公开审查听
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代
表、人民监督员等代表对案件的办理及拟
处理意见进行了公开听证。

茶陵县某公司副总经理谭某为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在未办理林地使用许可证
情况下，擅自占用农用地进行生产、经营，
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 结合其犯罪情节轻
微，且具有自首情节 ，自愿认罪认罚等情
节，检察院依法拟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听证会上 ， 办案检察官根据案件事
实 、情节，就拟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及理由进行了通报。 谭某对自己的行为表
示真诚悔罪。 听证人员进行了评议并发表
意见，认为检察院对涉嫌轻刑犯罪的民营
企业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既体现了严格
依法办案的职责所在，又是贯彻落实中央
“六稳”“六保”精神，服务保障经济发展的
具体体现 ，经投票表决 ，一致同意该院处
理决定。

今年以来，茶陵县检察院已为护航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 3 起案件听证
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敏玲 ）为 进 一 步
加强诉源治理 ， 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 。 9 月 23 日 ，株洲市渌口区法院首批
诉源治理工作站在淦田镇 、 朱亭镇正
式挂牌运行 。 党组副书记 、 副院长余
胜 ，党组成员 、副院长龙卫国出席授牌

仪式 。 目前 ，淦田法庭和朱亭法庭已派
专门 工 作 团 队 进 驻 诉 源 治 理 工 作 站 ，
将全面开展法律咨询 、纠纷分流 、调解
指 导 、司法确认 、诉调对接 、诉讼服务等
工作 ，为群众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法律
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尹志红）为进一步丰
富离退休党员干部组织生活 ，9 月 21 日 ，
炎陵县检察院组织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开
展集中学习座谈活动。

座谈会上，党组成员、政工科科长康朝晖
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离退休

老干部围绕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展开热烈的讨论，纷纷表示会自
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 ，牢牢把握政治方向 ，继续
为检察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林靖琦 刘娟）9 月 21 日，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
涉嫌构成盗窃罪一案 ， 向区法院提起公
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 ： 今年 8 月 8 日凌
晨，李小弟（化名，未满 16 周岁，已行政处
罚）向哥哥李某抱怨 ，妈妈不肯给自己买
单车作为生日礼物，提议去偷一辆共享电
单车。 凌晨 4 时许，两人在路边发现了一

辆雅迪牌共享电单车。 被告人李某使用手
机扫码取车，然后又用自己账户将车辆归
还。 两人直接将共享电动单车装入李某驾
驶的汽车尾箱内运至家中，对盗取的电动
单车喇叭、标识牌等部件进行了拆卸。 当
日 ， 共享电动单车公司员工根据车辆的
GPS 定位装置追至被告人家中并报警。 民
警到达李某家中 ， 当场查获共享电动单
车。 经鉴定，该车价值为 4000 余元。

“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谢谢
‘徐检’，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接到徐
达江送来的助学金， 罗春江和罗群乐
父子俩泣不成声。

罗春江是贫困户，儿子罗群乐也是
村里的低保户。 罗群乐患有重度尿毒
症，妻子走失多年。 今年，他的病情更
加严重， 每隔几日便要到医院做透析
治疗。 正值开学季，家里却一分钱也拿
不出来。 面对孩子将要失学的困境，罗
群乐感到了绝望。

徐达江得知后， 马上来到罗群乐
家， 自掏腰包给他送来了 2000 元助学
金。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

子。 ”徐达江说，并要罗群乐放宽心，积
极配合医生治疗， 并鼓励他的女儿，不
要有心理负担， 摆正心态好好学习，用
知识改变命运。

“谢谢徐伯伯！ 我一定会努力读书，长
大后跟您一样做一位为人民服务的检察
官！ ”罗群乐女儿的眼里又有了光芒。

经过一年的帮扶走访，徐达江在睦
田村村民心里已经不仅仅是帮扶人，更
像是亲人。徐达江说：“我作为一名检察
官扶贫，就要拿出检察官应有的忠诚与
担当，脱贫攻坚，不是为了讨好谁，是在
用自己的良心、党性做事，要对得起胸
前的检徽！ ”

依法举行公开听证 全力护航企业发展
茶陵县检察院对涉企刑事案件公开听证

■脱贫攻坚

检察长扶贫记
渌口法院首批诉源治理工作站挂牌

炎陵检察退休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

为满足生日心愿 兄弟俩盗窃共享电单车

本报讯 （通讯员 骆艳丽 李飞
鹏）9 月 24 日， 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
邀请区工商联和企业代表，在会议室
观看全省“检察职能与企业法治环境
优化”高层对话视频会议。

今年来，该院扎实发挥好“六稳”“六
保”检察职能服务，依法保护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坚决落实少捕慎诉理念，对

涉罪企业人员依法从宽处理不逮捕 1
人、不起诉 8人，帮助企业追回损失约 3
万元。 “温暖企业”检察行动开展以来，主
动协调各职能部门落实服务举措，走访、
服务企业 100余家，提供法律咨询 22件
次，办理涉企公益诉讼案件 38 件，帮助
企业协调解决在项目进展、 用地审批等
方面的难题 10余项。

■相关新闻

石峰检察多措并举优化企业法治环境

通讯员 刘思思

睦田村地处桃水镇西南边， 管辖 10.04 平方公里， 是个合并村。 全村有 3368
人，726 户 26 个村民小组，残疾人 100 多人，五保户 17 户。 去年 8 月，攸县检察院
迎来了新任检察长徐达江。 在得知扶贫联系点后，徐达江上任次日就到扶贫联系
点了解情况。 如今，睦田村路通了 ，景美了，贫困群众收入高了，村民们提起 “徐
检”，都赞不绝口。

“我们村唯一出入的一条路是泥巴
路，大风天尘土飞扬，下雨天满裤腿泥
巴。”睦田村村支书黄熟彩说，资金问题
一直是他们村修路的难题。

通过筹集资金，徐达江为睦田村争
取到项目资金 200 万元，帮村里修建了
三洋公路、 周瑶公路， 修好了 y331 公
路，基本实现了全村道路的硬化。

坎坷不平的泥泞乡道变成了干净整
洁的公路，老百姓再也不用慨叹“行路

难”。
道路通了，设备齐了，才能算得上

环境改善了。徐达江借鉴其他村的成功
经验，与村干部一起制定了以党建为依
托，搭建 “党建+协会 ”平台的方案 ，完
善了各项基础设施，引领全村党员群众
将睦田村打造成美丽乡村。他还利用业
余时间给老百姓讲党课、宣讲国家扶贫
相关政策和要求，让村民在闲暇时也有
丰富的精神生活。

“‘徐检’特别关心我，每个月都会
来我家，帮我解决困难。 我现在的日子
越过越好，真的要感谢‘徐检’！”易光明
是徐达江的结对帮扶对象，他与妻子都
是残疾人，生育了一儿一女。

结对帮扶后，徐达江坚持每个月至
少走访易家 1 次到 2 次，帮助易光明落
实各项国家扶贫政策， 了解他的需求，
为他出谋划策，解决实际困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徐达江一
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睦田村人居环境改善
之后，设立了公益性保洁员的岗位。徐达江
认为这个工作的劳动量不大，便与村里协
调，为易光明争取了公益性保洁员的职位，
并鼓励资助其发展家庭养殖业。

如今易光明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
资收入，闲暇之余还养了 40 多只鸡，家
庭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致富就要修路

输血不如造血

助学重燃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