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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邓以瑄）“法制副校
长送法进校园， 对全校师生进行普法教
育宣传，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我为
法制副校长点赞！ ”岳阳市花板桥小学一
位班主任对岳阳楼区检察院在全区中小
学校推行“一校一检察官”法制副校长活
动高度赞扬。

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贯彻落
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深入开展“法
治进校园”活动，11 月 5 日，区检察院联
合区教育局在花板桥小学举办了 “一校
一检察官”法制副校长授聘仪式暨“女童
保护”一校一讲师法治教育活动。 市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周湘，副区长唐露
尧，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建华 ，
区教育局领导，31 名员额检察官以及学
生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由区教育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章柒零主持。

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魏国
根宣读了《关于在全区各中小学派设“法
制副校长”的通知》，决定由 31 名员额检
察官担任楼区 49 所中小学法制副校长，
含中心城区和乡村中小学， 实现全区中
小学校“法制副校长”全覆盖。

许建华表示， 此次联合教育部门举
行的“一校一检察官”暨“女童保护”一校
一讲师活动， 目的是通过检察机关与学
校的协作联动，创新法治教育形式、丰富
教育载体，建立健全校园普法长效机制。
同时， 他对新晋法制副校长提出三点建

议： 要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份内的工作
责任，真正成为学校的“保护神”；要有针
对性地开展法治教育，以学生喜闻乐见、
通俗易懂的形式普法；要做出特色、形成
亮点， 把活动打造成检察院校园普法的
一大特色品牌。

唐露尧表示，检校共建、检察官担任
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全覆盖， 是加强区中
小学法治教育的重大举措， 对于提高中
小学生法制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具有
积极意义。 希望各部门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丰富载体、创新普法以点带面，不断
开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周湘表示，检察官兼任法制副校长，
在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的青少年综合司
法保护， 助力平安校园建设乃至社会和
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他提出，法
制副校长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面
落实法制副校长制度要求。

聘任仪式后，“女童保护” 组织志愿
者、 高级讲师徐培红为同学们讲授了一
堂 《爱护我们的身体》 的防性侵示范课
程。

岳阳楼区检察院将以这次活动为新
起点，继续加强和教育部门 、学校、社会
公益组织的合作， 推进新时代校园法治
共建，在“教育内容精准化 、教育形式生
动化、工作机制常态化 ”上下功夫 ，构建
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化大格局， 为创建平
安校园、法治校园倾力护航。

通讯员 周彬

千亩油茶基地遭遇“蚂蚁搬家”式盗
采颗粒无收，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今
年来， 平江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延伸职能
惩治了盗采行为， 既努力保护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 又提供良方帮助企业和地方
亡羊补牢。

“肩扛手提
近千亩油茶基地颗粒无收”
某油茶公司是一家集油茶树种植 、

山茶油加工和品牌化运作于一体的重点
龙头企业，年产值数十亿元，是平江县重
点企业。

近两年来， 该公司设在平江县的多
个油茶基地长期遭部分周边村民盗采。

“就是肩扛手提，每次不过几十上百
斤，架不住人多，近乎公开化盗采。 ”企业
相关负责人无奈表示。

更可惜的是造成了浪费。 据了解，油
果的采摘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村民赶在
企业集中采摘前盗采，球果未成熟，茶籽
含油率低，与适时采摘相比，茶籽含油率
的差别能达到 2 倍以上。 据该企业提供
的资料显示，2019 年企业就因盗采问题

损失 300 余万元。

检察机关介入
多部门协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该公司是平江县检察院联点帮扶企

业， 这一问题引起了检察长黄利军的重
视。 得知情况后，黄利军立即带队深入企
业走访调研，了解有关情况。

在调研中，他了解到，由于大多数盗采
活动呈现出参与人员多、 单次盗采量小、取
证困难等特点，作为刑事案件办理存在一定
的困难。 达不到立案标准，该从哪个方面下
手打击？经研究，黄利军认为，应该跳出“不满
足立案标准”的小圈圈，着眼于解决现实问
题，采取多部门联动、多措施推进的方式，切
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为此， 该院专门制定了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并积极向县委汇报，确立了由县
委政法委牵头 ，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 、有
关地方党委政府协同发力的工作架构 。
10 月 12 日在该院召开某公司合法权益
受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协调会 ，邀
请了企业负责人、县公安局、公司油茶基
地所在地政府、 派出所等部门负责人与
会 ，通报情况 ，统一了认识 ，制定了具体
工作措施。

教育与打击并重
盗采现象得到明显遏制

工作协调会后， 有关地方和部门迅
速行动，半个月内，地方政府与检察机关
联手，通过树立宣传牌 、派出宣传车 、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发布告群众书等方式，
广泛营造 “私自采摘他人油茶是一种盗
窃行为”的舆论氛围。

各地派出所按照 “抓大放小、 分类处
置”的原则，加大了针对油茶基地茶籽盗采
行为的打击力度，处理线索 20 余条，作出
行政处罚案 4 件 4 人， 通过典型案件的办
理对违法行为进行有力震慑。

上述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各油茶基地
的盗采行为得到明显遏制，截至 10月底，损
失较去年已减少 100余万元。

“我们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主
动作为，通过联动各方，落实了最高检、上
级院有关服务‘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帮
企业解决了现实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下阶段， 将从惩治妨害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的相关犯罪、持续性开展普法教育、积极引
导村企矛盾化解 、 提高企业安全防范意
识和水平等方面入手 ，从源头上防止此
类情况再次发生。 ”黄利军如是说 。

本报讯（通讯员 李勇 刘丹 ）近日 ，
执行办案人来到岳阳楼区被执行人严某
的家。 涉嫌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市中
院判决被告严某赔偿原告人民币 6.6 万
元。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办案人经多途
径查询， 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可
供执行的财产。

在严某家， 严某向办案人出示了医
院开出的出院诊断书和患者和家属要求
出院放弃治疗的通知， 证明其患有癌症
晚期。 办案人向严某一家释明，对于有能
力履行义务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
法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劝导严某一
家人要积极治疗疾病， 鉴于履行义务确

实有困难，办案人会做申请执行人工作，
可先暂缓执行。

当天下午， 办案人将被执行人情况
及时向申请执行人反馈。 当申请执行人
得知严某家庭情况十分困难后， 主动表
示很感激法院秉公判案和执行， 赔偿款
不要了，申请撤回执行申请书。

本报讯（通讯员 黄浣
莲）近日，平江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骗取拆迁安置地
案件，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毛某期徒刑 10 个月，缓
刑 1 年 ， 并处罚金 5000
元。

2017 年 6 月份开始 ，
三阳乡大众村实行拆迁安
置。 村民毛某为多获得拆
迁安置土地， 利用其弟毛
某乙 (已移民国外 )的身份
信息， 伪造了毛某乙的身
份证和户口簿信息一份 ，
作为征收拆迁的身份材料
骗得了一宗安置地。随后，
毛某在该安置地上建了一
栋 7 层 楼 房 。 2019 年 6
月， 群众举报了毛某的行
为，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毛
某主动到乡政府说明了情
况，将骗取的安置地退还，
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经查，该土
地尚未办理土地登记。 经
评估： 该国有土地使用权
评估值 30.9760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
人毛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应当
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本案系犯罪未遂，依法
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毛某案
发前主动到政府说明情况， 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属
自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毛某主
动退赃，且自愿认罪认罚，亦可从
宽处罚。 结合县司法局的社会查
评估意见及以上情节， 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检教合作举办 “一校一检察官”法制副校长授聘仪式法治教育活动

岳阳楼区实现“一校一检察官”全覆盖

活动现场。

多方联动，惩治“蚂蚁搬家”式盗采油果
平江县检察院助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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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患癌执行不能 法院温情执法获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