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
金。”冷水江市检察院荣获全国先进基层
检察院称号，非一日之功，是历届班子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与队伍同甘共苦，带
领团队默默耕耘、争先创优、踏踏实实奋
斗出来的硕果。

“今天的荣誉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
也是下一步工作的起点。”全体干警将继
续秉承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不忘
“厚德为公、崇法守正、笃学求是、拓新致
远”的院训，共同打造一支“冷检铁军”，
奏响冷水江检察工作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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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
朝战争中，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
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 ，必须永续传承、
世代发扬。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
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 无
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
心 、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 。 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 ， 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 、
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 。 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 ，我 们 都要 激 发 守 正 创 新 、奋 勇
向前的民族智慧 。

习近平强调，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6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在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前景光明。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
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
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
民；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
大我国综合国力； 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
界， 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
民同舟共济 、携手应对 ，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才是人间正道。 当今世界，任何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
行不通的。 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
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我行我素、
唯我独尊的行径 ，任何搞霸权 、霸道 、霸
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仅根本
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习近平强调， 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

国防政策，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
平的坚定力量。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不扩
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们
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
损， 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
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一旦发生这样的
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李克强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 深刻阐
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
值， 精辟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启
示， 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统
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强
调要铭记伟大胜利， 敢于斗争、 善于斗
争，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
彻落实，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
个维护”， 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大
会在激昂的歌声中结束。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
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等
代表，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
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官兵代表，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等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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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制周报·
新湖南记者 罗霞 ）10 月
22 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委有
关会议精神， 交流经验 ，
总结工作，部署推进下一
阶段专项斗争。 副省长 、
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出
席并讲话 ，省高院院长田
立文主持 ，省检察院检察
长叶晓颖出席并通报有
关情况。

许显辉指出 ，今年是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收官之年 ，当前专项斗
争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
阶段 。 要提高政治站位 ，
进一步强化打好专项斗
争收官战的政治意志 ，进
一步强化 “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 ”的政治立场 ，进一
步强化同黑恶势力斗争
到底的政治担当 ，以取得
专项斗争全胜的战果来
检验 “四个意识 ”， 践行
“两个维护”。

许显辉强调 ，要认真
对标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 发扬斗争
精神，持续攻坚克难，深入开展“六清”行
动，在依法打击、深挖彻查、行业整治、夯
实基础、宣传引导上持续加力，全面决战
决胜，高质量打赢专项斗争攻坚战，确保
专项斗争圆满收官。

许显辉要求，要着眼常治长效，谋划
建立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 不断巩
固和深化专项斗争成果， 推动平安湖南
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固化专项斗争经验做
法，强化组织保障，深化扫黑除恶制度建设，
强力推动扫黑除恶法治化、制度化、常态
化。

会上，通报了对 18 家省直单位扫黑
除恶工作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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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刘碧君

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七届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名单，冷水江市
人民检察院榜上有名。

“欲带其冠 ,必承其重”。 位居前列，
无不彰显了初心如磐志不改的 “冷检风
采”。

绿水青山守护者
冷水江有“世界锑都、江南煤海”等

美称。百姓尝到了发展甜头，但环境保护
迫在眉睫。

“群众利益无小事， 民生问题大于
天。 ”冷水江作为资源枯竭城市，积极探
索转型发展路径， 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市检察院敏锐地意识到这
一点， 深入企业调查走访， 用执法记录
仪、无人机等办案设备收集线索、智能取
证，开展了锡矿山环境整治、打击非法捕
捞水产品等专项检察监督， 发出多份检
察建议书督促行政机关关停违法排污单
位 8 家，清理违法处置固体废物千余吨。

“在检察院监督下， 环保措施到位
了， 生活环境变好了， 幸福感提升了不
少。 ”群众纷纷点赞。

2017 年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以来，市
检察院聚焦群众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
生态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 共立公益诉
讼案件 244 件，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 7 件， 办理了全省首例食药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和首例提起惩罚性赔偿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20 年，与多部门组织了资江渔业

资源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共计放流鱼苗
330 万尾， 对辖区内 40 余所学校食堂及
周边食品安全开展检查， 针对无证经营
等违法现象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6 份 ，为
建设美丽冷水江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法治力量护平安
“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扫黑除恶人

民战争。 ”
2016 年以来， 市检察院严把事实关

和证据关， 充分发挥审查批捕、 起诉职
能，精准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特别是
严重暴力、 涉枪涉爆涉恐、 拐卖妇女儿
童、 毒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犯罪， 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
网和“保护伞 ”，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案
件 36 件 63 人，提起公诉 22 件 87 人，全
力维护社会安定。

2020 年，深入开展 “六清工作 ”。 其
中， 办理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联合挂牌
督办的 “3·27”涉黑专案已公开宣判 ，并
针对案件中存在的管理漏洞问题公开送
达检察建议书。

同时，打好“三大攻坚战”，着眼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受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强迫交易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案件 108
件 215 人，提起公诉 83 件 155 人。 打好

防疫战，全力开展宣传、维稳等疫情防控
工作。

冷检文化结硕果
“冷检院训是我们文化的精髓，贯穿

了我院办案的全过程。 ”冷水江检察院有
机融合检察文化建设、 队伍规范化建设
和党建工作 ，倾力打造有品质、够品味 、
出品牌的冷检文化。

好文化孕育出好成果。2017 年以来，
在创建成为省级文明标兵单位的基础
上，该院坚持以“结合文化建设抓业务能
力，打造冷检品牌树检察新形象”为总体
思路，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展现队伍新面
貌， 相继获评 “全国检察文化建设示范
院”“全国一级规范化检察室”“全省检察
文化建设示范院 ”“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
“娄底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冷水江市优
秀领导班子”等多项荣誉。

走在冷水江检察院的庭院里，“恪尽
职守、风清气正”的气息扑面而来。 文化
亭、曲径、鸟语花香、文化长廊，处处洋溢
着浓厚的检察文化气息 ；忠诚、公正 、担
当的检察官职业基本道德在弘扬；诚信、
友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随处可见。 冷水
江市检察院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和地域
特色的文化兴院之路。

破浪前行 笃行致远
———冷水江市人民检察院争创“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纪实

□检察长感言：

接续奋斗谱写冷检新篇章
□ 伍国军（冷水江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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