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执法端掉黑加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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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区法院
执结一起刑事罚金执行案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庆康 周阳 ）岳阳
市岳阳楼区法院加大对于扫黑除恶涉刑
事财产案件的执行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发
现许多扫黑除恶案件中的被执行人呈现
文化程度低 、年龄低龄化 、无固定收入来
源等特点，近期 ，该院执结一起涉及 8 名
被执行人的刑事罚金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严某 、付某 、黄某等 8 人均
为 80 后、90 后， 为获得高额非法利润，利
用签订高息借款协议控制年轻女性，当对
方逾期未还钱时，采用威胁、恐吓、非法拘
禁等暴力或软暴力手段催收、强迫他人卖
淫 ，逐步形成了恶势力犯罪团伙 ，最终被
执行人等人犯强迫卖淫罪， 被法院判处 3
至 5 年有期徒刑，并处数千元不等罚金。

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后，由于被执行人
未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缴纳罚
金 ，该案由法院立案强制执行 ，但均未发
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被执行人
等均已被监管场所收押， 在监狱服刑，没
有收入来源 ，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 ，请求
法院联系家里由家人代缴。

执行人员一个个联系被执行人的父
母，虽然被并处的罚金只有数千元 ，但基
本上所有被执行人全部为贫困农村家庭，
父母也没有正式稳定工作 ， 在家种田务
农，但所有被执行人父母还是穷尽一切办
法多方筹措 ， 将被执行人的罚金缴纳完
毕。 至此，这起涉及 8 名被执行人的刑事
罚金执行案件全部执行完毕。

通讯员 邓以瑄 何雅韵

“谢谢检察官叔叔阿姨给我改
过自新的机会， 今后我一定好好读
书，听父母的话，做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我知道抢劫是违法的 ，爸
爸妈妈对不起，以后我会好好做人，
不再做犯法的事……”

10 月 13 日，岳阳市岳阳楼区检
察院召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不
公开听证会， 对李某等 3 名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涉嫌抢劫罪拟作不起诉
处理。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当场宣读
了悔罪书， 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深刻
反省。 这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岳阳楼区检察院首次召开未成年人
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 承办检察官介绍了
该案的基本犯罪事实和证据情况 ，
阐述了对 3 名犯罪嫌疑人拟作不起
诉决定的法律依据。

在听证环节， 公安机关对案件
办理情况、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的认
罪情况作了说明。 辩护人就该案具
备的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及犯罪嫌
疑人的悔罪表现等问题发表意见。 3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违法
行为作出深刻反省， 法定代理人对
家庭监护缺位进行了反思,并表示今
后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监管和教
育，提出了希望宽大处理的请求。

检察官认为， 该案 3 名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系在校学生， 到案后能
如实供述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 ，抢
劫的物品均已返还被害人。 考虑到
该案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不
大，且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良好，本
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
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进行教育、感
化、挽救，拟对 3 名犯罪嫌疑人作附条
件不起诉处理。听证人员一致同意岳阳

楼区检察院对 3 名犯罪嫌疑人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意见。

附条件不起诉不等于案结事
了，在以后的监督考察期间，区检察
院还将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征
为其 “定制” 附条件不起诉帮教方
案，督促、引导和帮助其在监督考察
期全面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行为 ，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
顺利回归校园。

听证会现场。

公开听证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科）10 月 16 日，临湘市检

察院举行不公开听证会，对一名涉嫌盗窃的在校读
书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使其早日回归校园上学读书。

本次听证会本着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
权益， 积极引导全社会共同关爱未成年人的宗旨，
邀请市妇联代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法律援助中
心援助律师到场。 副检察长李燕、第一检察部负责
人黎刚、检察官助理顾珍妮等人参加会议。 案件承
办人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详
细介绍了本案侦查过程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
查情况，并就案件发表了意见。 援助律师结合犯罪
嫌疑人的悔罪情况、 平时表现等情况发表辩护意
见。

检察官充分听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针对本案
情况，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考验期 6
个月，要求其不得与同案人接触，每月向检察官汇
报在校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和交友情况等。 与会代
表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表示无异议。

本次听证会体现了检察机关未成年检察工作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 ”的原则 ，有利于让未成年人
树立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感化、挽救，在维护了司法公正的同时，彰显了对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关怀和人文关怀，取得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本报讯 （通讯员 郭玟）10 月 16
日，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前夕，岳阳市
举办 11 场 “就业扶贫行动日 ”专
场招聘会 ， 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送温 暖 、送政 策 、送 服务 ，
促进广大农村劳动者特别是贫困
劳动力稳岗就业 。 当天共提供就
业岗位 2 万余个 ，近 2000 名贫困
劳动力参与求职 ，400 余人达成就
业意向 。

“2800 元一个月工资，加班费另
算，包吃包住，终于可以不用在外漂
泊了。 ”当天，在君山区举办的“就业
扶贫日”专场招聘会上，托龙山社区

建档立卡贫困户代雁珍与湖南广恒
电器有限公司达成就业意向， 高兴
地给家人报喜。

就业扶贫是帮助贫困户脱贫最
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临湘湘建鞋业
有限责任公司， 全市就业扶贫行动
服务小分队王陈琦特别忙， 他马不
停蹄来到这里的扶贫车间， 现场与
贫困户、残疾劳动力沟通，了解上岗
和生活情况。

岳阳市各级人社部门通过组建
就业扶贫服务队，下沉基层，面向群
众， 大力开展重点帮扶， 将退捕渔
民、 返乡回流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

庭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纳入重点服务
对象， 梳理现有政策、 制作服务手
册 、深入开展宣传 ，并开通 “就业扶
贫直通车”，将贫困劳动力运送招聘
会现场参加招聘活动， 提供岗位送
服务。

近年来， 岳阳市人社部门围绕
打赢脱贫攻坚战， 持续推进就业扶
贫行动， 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
政策落实落地， 并加强了服务与帮
扶。截至目前，全市 126195 名建档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 ， 有 就 业 意 愿 的
102068 人 ，已就业 102052 人 ，就业
率达 99.98%。

本报讯 （通讯员 付勇）10 月 15
日上午 11 时， 岳阳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货运物流大队执法人
员联合市交警支队公路巡逻大队干
警，在 107 国道红光村花果畈竹木市
场一个隐蔽小山丘上端掉了一个黑
加油点 ， 查处车主翁某湘 FUR85X
黑加油车 1 台。

前期，执法人员通过走访调查核
实，107 国道红光村花果畈竹木市场
处黑加油点已存在一月有余， 黑加
油点负责人翁某一直偷偷销售走私
汽油。市场上 92# 汽油 5.6 元左右一
升，翁某的三无产品汽油只卖 3.8 元
左右一升，且使用的是无证非法改装
车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燃
爆，后果不堪设想。

10 月 15 日上午 11 时， 执法人
员在支队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联合市
交警支队干警对翁某黑加油点开展
执法行动。 据现场执法人员介绍，翁
某今年 7 月 2 日在市城陵矶路段，因
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经营许可 ，擅

自驾驶车辆从事道路危险货物经营
被执法人员依法予以查扣，但其屡教
不改。 现场从事加油作业的都是没
有经过培训的社会人员，毫无安全意
识，在加油现场居然抽烟，执法人员
当即给予严厉批评教育、制止吸烟行
为。 执法行动中 ，执法人员依法对
黑加油车予以查扣 ， 交警对黑加
油 车 主 作 了 询 问 笔 录 和 毒 驾 检
测 ， 后续的案件处理工作在紧锣
密鼓进行中 。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
车辆 3 台 ，执 法人 员 8 名 ，查处 黑
加油窝点 1 处 ， 暂扣 黑 加 油车 1
台 ，端掉了一个 “定时炸弹 ”，消除
了重大安全隐患 ， 极大地保障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

一场有温度的不公开听证会

岳阳举行就业扶贫行动日专场招聘会

岳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重拳出击
藏在 107国道旁的黑加油点被端了！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