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涉罪未成年人走进博物馆
本报讯（通讯员祝晓明 彭

雅愉）10 月 17 日上午，株洲市
天元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帮教
“青春护航”行动走进株洲市博
物馆 ，7 名未成年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 在专业社工和检察官
的带领下， 共同参加此次帮扶
教育活动。

“株洲 ，古称 ‘建宁 ’，是新
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工业城市之一， 是中国老工
业基地。作为一名株洲人，还挺
自豪的。”小明（化名）从博物馆
出来，非常感慨，说要邀请爷爷
奶奶、 爸爸妈妈和亲朋好友都
来看一下。

检察官认为，“未成年人通
过了解株洲悠久的历史文化 ，
从历史里学习， 从文化中学习，
对培育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预

防再犯罪，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

目前， 在专业社工的帮扶
下 ，天元区检察院“青春护航 ”
行动已开展 10 余次教育活动，
在 40 余名未成年人心中播种下
爱国情感和法治信仰的种子，有
效提升了未成年人道德情操和良
好心态， 更为培养更多有法治理
念的公民贡献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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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株洲市 “花季
天使” 儿童安全教育基地授牌
仪式在株洲美的学校举行。 市
妇联副主席胡越为教育基地授
牌， 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潘艳红为“花季天使”志愿者服
务队授队旗。

2018 年 5 月， 该市检察院
联合市妇联共同打造 “花季天
使”防性侵公益普法宣讲团，开

展未成年人防性侵公益课堂 ，
帮助孩子们学习防性侵知识 ，
远离性侵害， 学会自我保护 。
“花季天使” 宣讲团成立以来，
现有志愿者 202 人 ， 其中讲师
62 人 ， 先后走进多个学校 、社
区、乡村，开展公益宣讲活动 50
场 ，学生 、家长受众达 5000 余
人次，开展活动宣传、资源对接
活动 10 余场。

“各位是否能读懂自己孩
子的成长诉求？ ”“孩子的哪些
异常值得警惕？ ”“孩子被性侵

怎么办？ ”参加活动的学生家长
全神贯注地听一堂主题为 《我
们的孩子》 儿童防性侵知识讲
座。 不同于以往枯燥的性知识
课堂，“花季天使 ”宣讲团志愿
者叶蜜通过情景模拟 、 现场
互动等多种方式 ， 让家长了
解孩子成长中可能面临的危
险以及作为家长该如何保护
孩子 。

“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最
接地气的精品课程。 ”“花季天
使”宣讲团负责人江陵说，针对

不同的授课对象， 紧扣时事热
点和案件，开发出低年级、中高
年级、家长、乡村通用版本等系
列课程。

近些年， 株洲市检察机关
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与普
法宣传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检
察执法与法治帮教的双重职
能。 市院在办案中坚持“少捕慎
诉、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指导天元区检察院建立了未成
年人观护教育基地， 携手司法
社工、 心理辅导机构等社会力

量， 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心
理辅导和法治教育 1000 余人
次， 帮助近 400 余名涉案未成
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同时， 株洲市检察机关积
极开展 “法治进校园 ”活动 ，全
市两级检察院检察长及部分检
察官先后担任了所在辖区中小
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为上万名
中小学生讲授法治课。 “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
‘蓝天’， 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
的责任。 ”潘艳红说。

红色教育促队伍培训
10 月 16 日，省检察院警务部

主任胡黎明带领全省检察机关第
十九期司法警察培训班临时党支
部党员代表， 到长沙陈树湘烈士
故居开展红色革命教育党员活
动。 学员们纷纷表示，积极投身司
法警察事业、 恪守本职、 爱岗奉
献、 为湖湘检察司法警察事业的
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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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古丈县检察院
提起的宋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经
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
判。 被告人宋某某犯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 ， 被依法判处拘役 3
个月，缓刑 4 个月，并责令其向
捕捞水域投放适合放流的原种
成品鱼 1788 尾。 该案系古丈县
检察院办理的全县首例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党组书
记、 检察长梅光辉出庭支持公
益诉讼。

被告人宋某某系古丈县古
阳镇龙潭村村民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期间，在古阳河使用
电鱼工具进行捕鱼， 共捕获各
类鱼 14.1 公斤。

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后， 县检察院认为宋某某采
用电鱼机捕捞水产品， 犯罪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其行
为不仅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 而且破坏了古阳河水域渔
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 应当承担修复其
破坏的水域修复渔业生态环境
资源的民事责任。 县检察院在
履行诉前公告后， 具备了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资格，10 月 10 日依法对宋某某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
经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评估 ，
天然水域中受到电击影响的鱼
类， 能够现场打捞的不足 1/4，
宋某某捕捞行为至少造成 56.4
公斤的鱼类死亡，直接导致水体
污染，破坏水域生态环境，需投放
适合放流的原种成品鱼 1788 尾

的方式对被破坏的水域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庭审中， 公益诉讼起诉人
宣读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起诉书， 围绕诉讼请求出示了
证据，发表了出庭意见。 合议庭
围绕案件事实进行了认真审
理，庭审进展顺畅，经合议庭合
议后对该案进行了当庭宣判 ，
宋某某自愿认罪悔罪， 表示愿
意在庭审后在被破坏的古阳河
水域投放原种商品鱼 1788 尾。

截至目前， 古丈县检察院
受理审查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
罪 7 件 7 人， 办理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 1 件， 办理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 9 件， 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 8 件， 以实际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
护航。

电鱼 14公斤 放流 1788尾
古丈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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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担使命
扫黑除恶对于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意义重大。 全国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 岳塘
区检察院高度重视，快速行动，
采取有力措施， 积极推动专项
斗争落到实处。

“5·03”涉黑专案由省扫黑
办、 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挂牌
督办 。 “时间紧 、任务重 、压力
大 ，45 天完成案件审查起诉工
作难。 ”这是检察官助理张思敏
最大的感受。

考虑到该案涉及人数多 、
案件复杂、跨区域办理等问题，
岳塘区检察院第一时间成立 7
人专案组， 采取审查补证同步
走的工作方法，邀请专家指导，
全力抢抓办案时间 ，“5+2”“白
加黑” 的模式成为办案人员的
工作常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 。 4 月 29
日，“5·03”涉黑专案一审宣判 。
岳塘区检察院依法追诉漏犯 3
人 、漏罪 12 笔 ，该院负责人带
领专案组依法追诉副处级干部
保护伞 1 名， 庭审指控得力促
使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悔罪。

该院还先后办理了 “2·12”
“12·20”“9·27”等涉黑涉恶大案
要案，获评“全省检察机关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 办理
的戴某等 9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被省人民检察院评为 “优秀
案件”。 2 名干警被评为“全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护航民生见成效
2019 年 6 月 15 日，付某某

在禁渔区、 禁渔期使用背包式
电鱼机电鱼的方式捕捞 3.4 公
斤鱼，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岳塘区检察院特指派副检察长
刘洋、 时任民行科科长向娟出庭
支持公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追究付某某的刑事责任和修
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

2020 年 6 月 5 日 ，10 万鱼
苗放流至湘江， 岳塘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的首例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顺利完成渔业生态
修复。

在蓝天保卫战及 “利剑行
动”中，该院以建筑工地扬尘污
染、 工厂废水废气排放为重点
提起公益诉讼， 共办理各类公
益诉讼案件 127 件， 通过发送
检察建议、 督促履职等法律监
督方式， 影响负有维护社会公
益职责的部门承担职责 ， 提高
企业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

同时 ， 连续 4 年开展服务
非公经济发展专项检察监督活
动， 针对涉企经济犯罪高发态
势 ， 组织 100 余名非公企业管
理人员旁听迅达集团孙某职务
侵占案庭审，起到“办理一案教
育一片 ”的效果 ，获评 “全省检
察机关优秀公诉庭”。

湘潭九鑫投资公司承诺高
额回报， 从受害者处累计非法
集资数亿元， 将非法获取的资
金向外放贷， 导致 3 亿余元投
资款无法追回。 岳塘区检察院
办理此案后， 为 1782 名被害人
追赃挽回损失 3444 万元，19 名
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2016 年以来， 岳塘区检察
院还荣获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
接待室”“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
位 ” “湖 南 省 文 明 标 兵 单 位 ”
“2014-2018 年度湖南省先进基
层检察院 ” 等 70 多项集体荣
誉，涌现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优秀辅导员”“全国检察宣传
先进个人”“全省检察机关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 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

□检察长感言：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何永红 （岳塘区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
再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检

察院， 是对岳塘区检察事业的
肯定， 也是对全体岳塘检察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鞭策。 我
们将秉承 “坚韧不拔， 敢为人
先”的湖湘文化精神和“尚法明
德 ，求实创新 ”的法治理念 ，不
断提高执法办案质量 ， 凝心聚
力 ，忠诚履职 ，奋勇争先 ，继续
在伟人故里、 湘江河畔谱写一
曲曲守护民生发展、 捍卫公平
正义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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