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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骆艳丽 周楷
轩） 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在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 湘江石峰
段禁渔区水域非法捕捞行为频发，
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致
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 为进一
步加大对渔业资源保护， 改善湘江
流域生态坏境，11 月 16 日，该区检
察院向市农业农村局公开宣告送达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此举旨在督促被建议单位依法
履职， 强化对破坏渔业资源违法行
为打击力度， 加大对渔业资源工作
的宣传，同时建立健全联合机制，扩
大监管范围， 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湘
江水域渔业资源。

这是石峰区检察院首次采用公
开宣告送达的形式送达检察建议 。
通过面对面释法说理、座谈沟通，切
实增强了检察建议书的刚性监督和
精准落实， 形成检察机关与行政机
关的良性互动格局， 有效提升了检
察工作的质量和公益保护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喻志强） 近年来，
株洲市荷塘区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 采取四项措施全面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 工 作 ，增强 公 民 、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为推动生态
文 明 建 设 提 供 更 加 有 力 的 司 法 服 务
和保障 。

加大打击力度，震慑环资犯罪。 该院
以加强环资审判工作为切入点， 做好护
航荷塘山水文章，依法惩处污染环境、破
坏资源的犯罪行为。 今年已审理 2 件涉
污染环境类犯罪，利用互联网开庭办案，

审结后通过株洲相关媒体进行宣传 ，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完善工作机制，推进专业审判。 该院
成立了环资审判工作领导小组， 由 3 名
员额法官组建审判团队， 统一负责环资
案件的办理， 加强和完善环资审判工作
机制，进一步统一环资案件的裁判尺度，
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在充分发挥环
资审判职能的同时， 树立新时代环境资
源司法理念， 积极探索和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水平。

加强部门联动，形成保护合力。 积极

构建多元共治的工作格局， 通过强化与
环保部门沟通配合， 健全行政执法与环
境资源司法的衔接机制。建立与检察、公
安、行政执法等部门协作机制，深化环境
资源执法与司法联动，健全联席会议、案
情通报等制度， 实现环境司法与行政执
法的良性互动。向区公安分局、生态环境
分局发出 2 份司法建议书， 取得积极回
复， 为探索形成环境保护多元共治机制
夯实了基础。

开展宣传教育，擦亮环资品牌。 结合
办案，该院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各

具特色的宣传工作， 发挥生态环境资源
审判警示作用， 增强群众法制观念和生
态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积极开展“6·5 世
界环境保护日”、涉及生态环境资源重大
案件审判、环保审判三湘行、保护村庄治
理等活动；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和法院官
网、官方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及时发布
典型案例， 宣传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及相关法律政策；通过公开审判、邀请旁
听庭审、法院庭审同步直播等形式，进一
步拓宽宣传渠道， 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
片的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冯田）11 月 12 日，
茶陵县检察院召开人民监督员座谈会。
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徐卫刚 ，县司法局
副局长李子文以及各行业的 11 名人民
监督员参会。

会上 ，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谭
红平通报了今年以来该院的工作。 一年
来，该院主动转变监督理念 ，作好做优
法律监督，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

分发展，为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人民监督员
充分肯定了 2020 年茶陵检察工作取
得的成绩 ，结合自身履职经历畅谈担
任人民监督员的感受和体会 ，从完善
协调机制 、探索创新工作 、搭建信息
平台 、加强宣传报道等方面提出意见
和建议 。

徐卫刚表示，要不断增强人民监督

员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引导人民监
督员自觉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确保司
法公正和建设“法治茶陵”的高度，切实
增强做好监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心怀人民，真正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开
展人民监督员工作；要讲业务，熟悉《人
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
督的规定》， 切实发挥人民群众与人民
检察院的桥梁纽带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骆艳丽 刘征）11
月 16 日上午，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提
起诉讼的袁某甲、 袁某乙非法捕捞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当庭判决 。
在检察院、 法院和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工作人员的监督下， 被告人前往株洲
港桥洞口附近水域履行增殖放流义
务，将 7000 尾鱼苗投入湘江。

今年 6 月，袁某甲、袁某乙在禁渔
区、 禁渔期用电鱼设备在湘江株洲港
桥洞口附近非法捕捞鱼类时被抓获 。
二人持续电鱼约 40 分钟，捕获鱼类净
重 12.4 公斤。 石峰区检察院以二人
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石峰区法
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 在
该案办理过程中 ， 区检察院与犯罪
嫌疑人就生态环境修复问题进行了
协商 。 经释法说理 ，袁某甲 、袁某乙
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进行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修复 。

近年来， 区检察院先后办理了多
起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案 ，在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的同
时， 积极督促犯罪行为人履行修复生
态环境义务， 以检察行动守护一江碧
水。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红瑛 冯田 ）11
月 12 日，茶陵县检察院对一起非法占用
农用地案召开公开审查听证会。 听证会
由副检察长张建红主持， 并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群众代表、侦
查人员等对案件的办理拟作出不起诉决
定公开听证。

听证会上， 承办检察官分别阐述了
基本案情、主要证据，着重阐述了检察机

关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理由及法律依
据。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
真诚悔罪。 与会人员在全面听取案件事
实及法律适用的基础上进行了评议并发
表意见， 均支持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
决定。

今年以来， 县检察院把推进公开听
证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9 月以来，开展
了 4 次公开听证审查会。

荷塘区法院四项措施推进环资审判

茶陵县检察院召开人民监督员座谈会

督促非法捕捞被告人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现场。

公开审查听证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公开宣告送达现场。

石峰区检察院：
首次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

本报讯（通讯员 易雅荣）为进一步
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沟通，主动接受
人大代表监督， 切实改进法院工作。 11
月 16 日， 株洲市渌口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邓国平前往渌口区第五中学，走访
了省人大代表邓艳群老师。

邓国平向邓艳群通报了渌口区法院
近年来的工作整体情况，对扫黑除恶、诉
源治理、切实解决执行难等重点审执工

作进行了详细汇报，并着重介绍了渌口
区法院近年来环资审判工作的开展情
况。

邓艳群对区法院的工作给予肯定 ，
认为区法院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
发展方面展现了强有力的司法担当。 希
望继续发挥好审判职能，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渌口区法院院长走访省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