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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上午，长沙市“厂中厂、园中园” 工贸企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暨现场观摩
会在长沙金霞经开区举行。 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胡春山介绍,演练围绕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现场
处置、特种设备（叉车）事故现场处置、火灾事故应急联动救援3 个科目进行。

曾昊明 曹晓林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
者罗霞 通讯员 易文斌）10月 19
日，湖南省 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联席会议在长沙召
开。 副省长许显辉出席并讲话。

去年， 湖南全力确保了考
试平安顺利完成， 实现 “零泄
密、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的
工作目标。今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将于
10 月 31 日开考， 主观题考试
将于 11 月 28 日进行。

许显辉强调， 今年的考试
工作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一次大考， 是一次特
殊时期的“综合考、能力考”。要
切实扛牢政治责任，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
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
话精神。要严密做好疫情防控，
坚持将疫情防控摆在组考工作
的重中之重， 真正把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确保考生
安全参考。 要细致做好考生服
务，做好视障和疾患考生、高龄
考生等特殊考生等的服务工
作，为考生提供优质高效、精准
便捷的考试服务。 要全面加强
协同配合， 全力以赴做好全省
的考试组织实施工作， 为法治
湖南、平安湖南建设作出贡献。

省政府副秘书长肖迪明 ，
省司法厅厅长范运田、 二级巡
视员毛晓军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罗霞 通讯员 朱泓溢）近
日，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联合下发通知， 设立湖南省社
区矫正委员会， 负责统筹协调和
指导全省社区矫正工作， 以适应
社区矫正工作新形势新任务需
要， 切实加强党委政府对社区矫
正工作的统一领导。

省社区矫正委员会由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任主任，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政府副省
长、省政协副主席和省高院、省
检察院、 省司法厅主要领导为
副主任， 成员单位涵盖了省委

政法委 、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 、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 省人社
厅 、省卫健委 、省总工会 、团省
委、 省妇联等 15 家相关部门。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
在省司法厅， 主任由省司法厅
厅长兼任， 分管副厅长任办公
室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近期， 湖南省社区矫正委
员会将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
明确委员会工作规则及各成员
单位主要职责、任务分工，建立
协调联动机制，凝聚工作合力，
确保《社区矫正法》各项规定落
地落实。

我省设立高规格社区矫正委员会

许显辉在我省 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联席会议上强调
全力以赴做好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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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全国基层检察院
建设工作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先
进基层检察院表彰大会上 ，湘
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脱颖而
出，获评第七届“全国先进基层
检察院”。

荣誉背后 ， 彰显了 “检察
蓝”的责任与担当。 10 月 19 日，
记者走进岳塘区检察院 ， 探索
该院是如何察民情、体民意、疏
民怨、解民难，切实把人民群众
的关注点作为检察工作的着力
点，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
司法公正的温暖。

检察战“疫”显担当
“疫情以来，办理‘假口罩 ’

案最大的困难就是定性难 、鉴

定难、取证难，所以一定要提前
介入，固定证据。 ”员额检察官
余泽军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 ，
总结出“假口罩”案办案心得。

2020 年 1 月底， 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口罩价格飞涨。 犯罪
嫌疑人欧某觉得有利可图 ，开
始销售假冒伪劣口罩， 并将部
分口罩出售给药店。

2 月 10 日， 湘潭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岳塘分局在执法过程
中发现药店售卖假口罩 。 岳塘
区检察院立即通过两法衔接机
制了解该案， 指派资深员额检
察官余泽军办理。

同时， 该院建议市场监管
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并
通过两法衔接平台， 提前介入
案件，全力引导侦查取证。

4 月 10 日， 犯罪嫌疑人欧
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
“没事，我是党员，家里近 ，

我方便一些。 ”这是疫情期间陈
文清的“口头禅”。 陈文清是岳
塘区检察院办公室负责人 ，也
是湖南万名防疫联络员中的一
员。 在完成院内防疫工作后，他
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父母
照顾。 每天带上防疫资料和信
息登记本， 到辖区内的小微企
业、门店进行走访，不厌其烦地
叮嘱每家企业做好防疫工作 ，
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所需的防
疫物资问题。

疫情期间， 像陈文清这样
的岳检人坚守岗位， 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 岳塘区人民检察院提前
介入涉疫刑事犯罪 6 件 7 人 、
批准逮捕 2 件 2 人、起诉 3 件 5
人。

中流击水 奋楫者进
———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获评“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背后

■图片新闻

编者按：10 月 1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表彰第七届“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和“基
层检察院建设组织奖”先进集体的决定》，湖南 10 家检察

院榜上有名。 为全面展示建设成果，引领湖南广大基层检察院在新时代争先创优、奋发有为，即日起，
《法制周报》联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推出“榜样的力量”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工贸企业演练综合应急救援

本报讯 （通讯员 陶琛）10
月 15 日上午，湖南高院召开动
员会，部署开展“全省法院重点
新媒体账户培育提升工程 ”专
项活动。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
长邬文生出席并讲话， 二级巡
视员李宇先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 全省各级法院
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开
展 “全省法院重点新媒体账号
培育提升工程” 专项活动是巩
固人民法院意识形态阵地 ，传
播湖南法院好声音， 解决当前
全省法院新媒体建设中存在突
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要牢固树
立 “内容为王 ”理念 ，善于发掘

和利用法院案件和法律专业资
源优势、 发现和深耕社会热点
题材，创新内容表现形式，努力
提升法院新媒体的吸引力 、感
染力和凝聚力， 将湖南法院新媒
体打造成湖南法院的“新名片”。

根据活动部署， 省高院明
确了 53 家中基层法院，涉及 8
个平台的账号为重点新媒体账
户，力争通过一至两年时间，全
面提升全省法院重点新媒体账
户品牌影响力， 逐步打造以湖
南高院新媒体平台为引领 、中
基层法院各类重点新媒体账号
为支撑，百花齐放、一呼百应的
全省法院新媒体平台矩阵。

法院重点新媒体账户培育提升工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