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10 月 14 日 ，记者从
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 第七届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和“基层
检察院建设组织奖”先进集体的
表彰活动中 ， 茶陵县人民检察
院、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岳
阳县人民检察院、资兴市人民检
察院 、祁阳县人民检察院 、冷水
江市人民检察院、泸溪县人民检
察院、株洲市云龙地区人民检察
院荣获第七届“全国先进基层检
察院 ”称号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荣获第七届“全国基层检察院建
设组织奖”。

会议指出，2016 年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检察机

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最高检党组各项工作
要求，统筹推进基层检察院政治
建设、业务建设、队伍建设、纪律
作风建设和智慧检务建设，基层
检察工作呈现新面貌、取得新进
步。

会议强调，全国检察机关要
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为榜样，不
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拼
搏进取，推动各项基层检察工作
持续发展进步。全省检察机关要
进一步强化基层战略定位，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 、法治自觉 、检察

自觉大抓基层，坚持问题导向和
目标引领相统一，坚持精准分类
指导与鼓励基层创新相结合，切
实加强基层检察院政治素质、业
务素质、 职业道德素质建设，推
动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不断夯实新时代检察
事业行稳致远的发展根基，更好
服务“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后记：
为全面展示建设成果，引领

广大基层检察院在新时代争先
创优、奋发有为。 近期，《法制周
报》将推出“榜样的力量”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本版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湖南省检察机关扎实
推进“案件清结”。 截至 10 月 13
日，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
诉涉黑涉恶案件 3233 件， 清结
3230 件，结案率已达 99.91%，居
全国前列。全省 14 个市州中，13
个市州检察机关诉涉黑涉恶案
件存量已全部清零。

省检察院党组始终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中之重加
以推进 ，今年以来 ，召开扫黑除
恶专门会议 3 次，组织党组中心
组理论学习 1 次，召开视频督办

会、提示约谈会等全省性会议 5
次。 紧盯“案件清结”目标，在全
省检察机关实行“包案联点工作
机制”，印发《省级以上挂牌督办
案件领导包案分工安排表 》，对
18 件省级以上挂牌督办且未清
结的案件分别明确包案领导，全
省各级检察院共有 316 名院领
导对 623 件涉黑涉恶案件实行
包案。 充分发挥督导利剑作用，
省检察院组织由各业务部门负
责人带队的督导组， 对全省 14
个市州检察机关进行了专项督
办指导， 共督办案件 305 件，发
现问题 73 个。实行约谈提示，召

开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工作
集体约谈提示电视电话会议，对
21 个“案件清结”进展较慢单位
进行了提示，认真分析全省检察
机关 “六清 ”工作中存在的短板
弱项 ，向市州院检察长发出 《关
于涉黑涉恶案件办理工作提示
函》，提出 17 项具体要求。

此外，结合专项斗争形势和
工作实际 ， 省检察院还印发了
《关于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
一严格把关的补充意见》。 截至
9 月底 ， 省市两级检察院共对
1064 件涉黑涉恶案件统一把关
指导。

本报讯（通讯员 陈华锋 石
自强 易超群）“人民警察为人民
是永远不变的底色 ！ ”10 月 13
日， 湘潭市检察机关党龄 36 年
的一级警长石自强在培训中重
温入党誓词时感慨。

近年来，在省人民检察院警
务部（司法警察总队）的领导下，
两级院司法警察部门坚持把党
建工作融入办案业务、融入警队

管理、融入从优待警，整体司法
警察队伍的战斗力 、 执行力 、
凝聚力得到有效提升 。湘潭法
警支队多次被评为 “市直机关
先进党组织 ” “全 国 检 察机 关
司 法警 察 挑 战自 我 警 务 技 能
比武竞赛 ”等荣誉 。 结合检察
机 关 司法 警 察 工 作 实 践 和 队
伍特点 ，在这次培训中明确今
后 “法警为民 、为检护航 ”是检

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的导向标，
继续探索形式多样、载体创新的
全 员 岗位 练 兵 和 业 务 竞 赛 长
效机制 ，推动练兵竞赛活动全
员化 、制度化 、常 态化 。 确 保
每名 司 法 警察 在 服 务 检 察 办
案 、 保障办案安全过程中 ，能
够传得来 、看得住 、带得走 、追
得上 、打得赢的检察机关司法
警察队伍 。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陈启叶

“真没想到检察机关一直
把我这件事放在心上，想方设
法跟我解决问题 ， 很让我感
动。 ”近日，被执行人吴某某带
着 3 岁多的孩子在长沙市芙
蓉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办公
室说。

“检察院充分发挥民事执
行监督职能，始终把为民办案
作为民事检察工作的根本点，
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来开
展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努力化
解社会矛盾，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 ”芙蓉区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
均全表示。

被执行人吴某某与龙某
某曾是恋人，在 2016 年 5 月 6
日奉子成婚，婚后共同租住在
开福区某小区。

2017 年 6 月 27 日， 龙某
某向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以
购买家私电器为由， 借款 13
万余元。后龙某某未按约定偿
还借款本息，平安银行长沙分
行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以上
述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将吴
某某和龙某某起诉至芙蓉区
人民法院，要求两人承担连带
责任，法院对诉讼请求予以全
部支持。 判决生效后，平安银
行长沙分行申请强制执行，因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遂
将两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和
限制高消费人群。

“我们缺乏感情基础而关
系破裂 ， 我搬回望城娘家居

住。 2019 年 9 月 17 日离婚后
对龙某某的经济状态一无所
知。 我被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现在工作都找不到，还带着孩
子怎么生活呀。 ” 吴某某来到
芙蓉区检察院申诉称。

收到吴某某的监督申请
后，承办检察官客观公正的审
查该案的审判和执行程序后，
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状况和
案件情况，不能支持其监督申
请。

但承办检察官的办案工
作并没有就此打止，而是一边
电话联系其前夫龙某某，听取
龙某某对还款的态度。龙某某
表态 ：“我的借款我自己负责
偿还， 已与吴某某离婚了，不
需要她来还。 ”另一边将平安
银行长沙分行的全权委托代
理人邀请至办公室，向其转达
龙某某个人将会积极偿还银
行欠款。 吴某某系单亲妈妈，
一个人带着孩子因纳入失信
人员名单无法找到工作而没
有生活来源，建议平安银行长
沙分行与吴某某达成和解，不
将吴某某纳入被执行人，解除
其相关的强制执行措施，以便
让单亲妈妈能有工作机会，给
孩子的生活有一个保障。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第 2
天遂与吴某某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 撤销对吴某某的强制
执行申请。申请人吴某某也因
此向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撤回
监督申请，检察机关作出终结
审查的同时，向法院出具执行
《和解协议》的商请函，协调法
院尽快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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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

13个市州检察机关诉涉黑涉恶案件“清零”

党建引领检察机关法警队伍

多方沟通促和解 为民办案显温情

本报讯 （通讯员 谭玉芳
李诗悦）“检察官，这是我完成
社会公益服务的证明材料、自
己写的悔过书、悔过书发在朋
友圈的截图， 经历这些后，我
深刻认识到了醉酒驾车的危
害性，同时也通过自己的现身
说法 ， 给身边的朋友敲响警
钟。 ”犯罪嫌疑人曹某某一边
说一边给承办检察官展示社
会公益服务等证明材料。

10 月 12 日 ，案件承办人
经过核对犯罪嫌疑人曹某某
的证明材料，与办案交警确认
曹某某社会公益服务时长属
实后，对犯罪嫌疑人曹某某当
场宣告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为有效教育惩戒危险驾
驶案件犯罪嫌疑人，破解轻度
醉驾案件刑罚处理轻缓化和
醉驾形势日益严峻化的矛盾，
浏阳市检察院针对血液酒精
含量较低 （100 毫克 /100 毫
升） 以下的醉驾犯罪嫌疑人，
在不存在法律、司法解释等规
定的从重情节的情况下，检察
官要求犯罪嫌疑人接受原交

警办案部门安排，从事社会公
益活动 20小时-30小时， 书写
悔过书，并将其在自己朋友圈发
布一周，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对醉
驾犯罪嫌疑人做轻缓化处理。

浏阳市检察院贯彻最高
人民检察院 “少捕慎诉 、保障
权益 ”的司法理念 ，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主观恶
性较小的初犯 、偶犯 、过失犯
等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
人做不捕不诉处理，对犯罪嫌
疑人采取普法教育和社会公
益服务相结合的手段。在捕诉
一体改革背景下，针对轻微醉
驾案件的处理细化了适用标
准，杜绝无原则从宽的做法。

对轻微醉驾案件轻缓化
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通过让
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公益劳
动、书写悔过书并展示在朋友
圈，让犯罪嫌疑人在劳动中反
思自己的错误。将悔过书发布
在朋友圈也是一种真实的现
身说法，既提醒了犯罪嫌疑人
的朋友不要重蹈覆辙，也是对
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监督。

浏阳检察积极探索轻微醉驾轻缓化处理

筑牢拒毒思想防线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

教育力度，强化检察干警对毒
品危害的深刻认识，增强检察
干警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提升
检察干警参与全民禁毒积极
性和打击毒品犯罪能力，10 月
13 日， 岳阳市检察院组织 60
余名检察干警到岳阳县禁毒
教 育 中 心 开 展 禁 毒 教 育 活
动。

殷娟 胡莎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获“全国基层检察院建设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