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零售价2元 本报新闻热线/ 0731-84802117 ����广告热线/ 0731-84802118 ����社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42号新湖南大厦事业楼 （410005） 编辑/贺迎辉 版式/王诚杰

弘 扬 法 治 精 神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2020年11月12日

主管 湖南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29 邮发代号41-73 互动网络媒体 www.efaw.cn

NO.1983

第 期

今日16版

邮政重点推荐报刊
本报官方二维码

136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王
薇）11 月 10 日，湖南省公安厅召开全省森
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电视电话会议。
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确保实现森林公安工作和队伍
建设“双提升”，严打严重破坏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确保生态安全。

会议由省政府副秘书长肖迪明主持，省
委编办负责人在会上宣读了《关于省森林公安
局管理体制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林业局
局长胡长清对省林业局配合完成管理体
制调整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省森林公安
局局长周国生在会上作表态发言。

许显辉表示 ，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
认识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的重要
意义。 通过此轮转改，有力推动实现“三个

聚焦”。 全省上下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警察队伍重要训
词精神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
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以全省森林公安机
关管理体制调整为契机 ，进一步增强 “四
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
护”，坚决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湖南落地落实。

许显辉要求 ，要吃透方案精神 ，准确
把握森林公安管理体制调整原则要求。 各
地要坚持 “对标对表 、平稳过渡 、开创新
局 ”的原则 ，建立健全与改革要求相适应
的工作制度 、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 ，牢牢
把握“基层森林公安队伍架构和力量布局

保持基本稳定”这一基本要求。 要强化组
织领导，确保实现森林公安工作和队伍建
设“双提升”。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生态环境 、疫情防控 、森林防火工作
等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林业部门
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对严重破坏森林和野
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保持严打的高压
态势，确保生态安全。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编办、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省公安厅在
家厅领导 、厅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省森
林公安局班子成员、 各部门负责人参会。
各市、县公安局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分会
场参加会议。

基层院也有大情怀
基层检察院是一线办案单位， 小案

件办好了，也能体现大情怀。
近年来，随着检察改革的不断深入，出

现了许多新的考核指标体系。 2020年 1月
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案件比”概念。
岳阳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钟沁表示：
“只有在办案中贯彻正确的司法理念， 才能
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该院把“案件比”
控制在 1:1.63 的低位， 有效防止办案程
序空转，提高了办案效率。

该院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
共受理涉恶公诉案件 26 件 79 人， 认定

涉恶案件 16 件，已判决 14 件，办理恶势
力保护伞 2 件 2 人。集中力量办大要案，
依法对张士玲等 40 余人的 “东霖国际”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提起公诉。该案发
展会员达 16 万余人 ， 受害者遍布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涉案金额 33 亿余元。
庭审期间 2 名公诉人面对 32 名被告人、
40 余人的律师团队沉着应对，连续出庭
两天，确保案件顺利办理。 目前，该案已
经一审判决，追回经济损失 8 亿余元。

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 该院主动
调整东洞庭湖检察室职能， 负责东洞庭
湖区三个乡镇和水上派出所的刑事案件
办理， 切实加大对于东洞庭湖区域的保

护力度。例如，办理东洞庭湖“灏东公司”
非法采矿系列案，涉案金额达 1.5 亿元，
8 人被依法惩处。

在办案中， 该院主动维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益。 在“红日驾校”侵占农用地
公益诉讼案中， 该校非法占用新墙水库
饮用水水源一级、 二级保护区 103.8 亩
集体土地， 用于建设驾驶训练场地及附
属设施， 通过岳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监
督， 原有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全被拆除复
绿。 2019 年底，24 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
该案办理情况， 见到昔日被破坏的土地
重新恢复绿色生机，纷纷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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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违法犯罪 确保生态安全

党旗辉映检徽红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创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工作纪实

从 10 月底开始，最
高检从福建省 、 河北
省、贵州省检察机关抽
调 “精兵强将 ”分别对
陕西省宝鸡监狱 、广东
省从化监狱 、湖南省坪
塘监狱开展跨省监狱
交叉巡回检察工作。

这是 最 高 检首 次
启动跨省监狱交叉巡
回检察 ，将历时一个月
左右时间。

最高 检 要 求重 点
对监狱刑罚执行 、狱政
管理 、罪犯教育改造等
工作情况进行检察 ，同
时对上一轮巡回检察
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和派驻监狱检察工作
进行检察 ，要注意把巡
回检察与发现 、深挖职
务犯罪线索和查处职
务犯罪有机结合 ，相互
促进。

在检察方式上 ，最
高检要求巡回检察组
“明确任务单、路线图 、
时间表和责任人 ”，综
合运用好现场检察 、书
面审查 、 视频检察 、查
阅案卷材料和监控信
息 、 与服刑人员谈话 、
听取监狱工作情况介
绍 、与监狱领导及干警谈话 、职务
犯罪线索研判与调查核实、调查问
卷等方式开展巡回检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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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彭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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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县检察院荣获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
院”称号。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岳阳市检察
院检察长罗青、岳阳县委书记田文静近日
勉励岳阳县检察院全体党员干部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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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建设主旋律

掀起学习热潮
11 月 10 日，武警湖南总队

机动支队理论学习“微讲团”到
基层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 该支队在原文传达学习
全会精神的基础上， 通过微课
解读 、板报展评 、解放军报 、军
职在线等多种渠道， 全面掀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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