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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
员 祝 晓 明 童 巍
刘雨薇 ）对涉罪未
成年人及其父 母
或其他监护人开
展教育活动，是为
了帮助涉罪未成
年人及家长学习、
掌握更多亲子沟
通技巧 ，营造和谐
家庭氛围 ，助力涉
罪未成年人顺 利
回归家庭和社会 。
11 月 19 日晚 ，株
洲市天元区检 察
院联合星星点灯
社工组织开展 以
“健康陪伴， 顺利
起航”为主题的亲
职教育课堂 ，检察
官和司法社工老
师共同主讲开课，6 名涉罪未成年
人及其家长共 11 人参加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是天元区检察
院开设亲职教育系列活动的第 2
期 ， 旨在进一步敦促家长身份归
位，监护到位 ，为涉罪未成年人及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营造
良好的家庭氛围，让他们更好地归
航正道，健康成长。接下来，该院将
继续联合社工组织开展亲职教育
系列活动 ， 通过青春护航沙龙活
动、家庭亲子教育讲座 、家庭沟通
团体活动、“一对一帮教”等活动帮
助涉罪未成年人努力成为对社会
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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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
者 李翔 通讯员 李奇松 李舒婷）
利用被害人不了解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补缴有关政策，以帮助办理养
老保险或失业保险的名义骗取大
量钱财。 近日，宜章县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黄某涉嫌诈骗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7 年 ， 并处罚金 2 万
元。

被告人黄某是县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的职工，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负责 “4050”人员的养老保
险补贴工作。 因为工作，其对补缴
养老保险政策比较熟悉，也和来办
理补贴的人混了个脸熟。

2019 年 4 月，黄某接到被害人
邓某的电话，邓某就其如何补缴养
老保险的事情向黄某咨询，黄某查
询了邓某的资料，发现邓某需补缴
7 年养老保险，每年 6312 元 ，一共
是 45500 元。 在利益诱惑面前，黄
某产生了将这笔巨款占为己有的
想法。 因此，当邓某问其如何交钱
时， 黄某告知其添加自己微信，通
过微信转账将补缴款转给他来为
其办理。邓某信以为真通过微信转
账 25500 元，次日又取了 2 万元现
金给黄某，黄某收到钱后将所得钱
款用于个人生活开销。

直至案发，黄某以同样的方式
骗取了前来咨询补缴养老保险事
宜的 30 余人，共诈骗 31 万余元。

“我们是怀化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
官 ，因疫情防控需要 ，现在通过远程视频
提审的方式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听清楚
了吗？ ”11 月 18 日，怀化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徐百坚以主办检察官的身份，
通过远程视频提审系统，对羁押在靖州县
看守所、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原审被告
人隆某进行远程提审。

据悉 ，疫情防控期间 ，怀化市检察院
积极探索灵活办案模式，充分利用远程提
讯、远程庭审系统，保障各类刑事办案。 截
至目前， 全市两级检察院远程提讯 1487
次， 远程庭审 755 次 ， 远程案件讨论 19
次。

法制周报· 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严贵林

以决胜姿态打好专项斗争收官之战
———永州检察机关持续发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王湘俊 欧阳康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
之年。 永州市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
指示精神，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六清”
行动目标 ，集中优势兵力 ，以决胜姿态全
力投入专项斗争收官之战。

多向发力推动案件清结
全力打赢“攻坚战”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年高质
高效清结案件，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 今年来，全市检察机关通过领导
包案、提前介入、指导把关“三个全覆盖”，
推动专项斗争案件清结实现预期目标。

发挥“头雁效应”，责任扛在肩上。 全
市两级检察院对每起未审结的涉黑涉恶
案件均实行领导挂帅，做到领导包案全覆
盖，采取挂图作战、对账销号的方式，直接
协调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问题。 同时对重点
案件采取 “领导包案 、专人盯案 、专班办
案”，全力打赢“攻坚战”。

“疫情防控不能放，扫黑除恶不能落”。
在领导包案的推动下，全市检察机关克服
疫情防控带来的困难 ， 全力推进案件清
结，确保不在检察环节贻误战机。 7 月底，
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涉黑涉恶案件全部
提起公诉 ， 提前 2 个月实现案件清结目
标。 自 9 月起实现“当月受理，当月审结”，
持续保持每月零存量状态。

为提升案件清结质效，市检察院要求
全市检察院对进入诉讼环节的涉黑涉恶
案件实现提前介入全覆盖 ， 第一时间介
入，同步审阅证据材料，对侦查取证、打伞
破网 、打财断血等工作提出意见 ，为后续
审查起诉工作夯实基础，快速精准打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

针对部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定性难
等问题，市检察院对全市在办的涉黑涉恶
案件实行指导把关全覆盖 ， 定期督导会
商，及时解决问题。 对案情重大复杂、存在
分歧的案件， 强化对上请示和对下指导，
通过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化办案优势，把每

一起案件都办成优质高效、经得起法律和
历史检验的铁案。

创新机制保障高质高效
全力打赢“法律战”

“只有对黑恶犯罪打准打实，确保办
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相统一，才能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 正
义。 ”市检察院扫黑办负责人表示，全市检
察机关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工作机制。

涉黑涉恶案件牵涉人数多、案件复杂、
工作量大，为保证案件整体质量和办理效
率 ，全市检察机关建立 “绿色通道 ”，对涉
黑涉恶案件优先受理 、优先分案 、优先办
理， 确保案件不在检察环节出现中梗阻，
持续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
罪一个不凑数”。 为确保扫黑除恶“打准、
打狠 、打深 、打透 ”，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
制定下发《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涉恶案件统
一严格把关的意见（试行）》，构建“两级同
审、体检把关”的案件质量综合管控体系，
严把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 、程序关和法律
适用关，做到尺度一致、标准统一。

为加强在专项斗争中的配合协作，市
检察院与市公安局联合会签《检警协作办
理涉黑涉恶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
议的实施办法 》和 《加强检警协作共同提
高办理涉黑涉恶刑事案件质量的意见 》，
将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提前介入 、 联动配
合 、相互通报等常态化 ，协同解决办案难
点问题。

今年 4 月以来，市检察院先后召开全
市检察机关涉黑涉恶案件起诉工作专题
视频会、全市检察机关扫黑除恶工作调度
会，市检察院扫黑办每周对“六清行动”进
展进行调度，每月对扫黑除恶工作进行通
报， 通过常态化调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高质量完成专项斗争各项目标任务。

检察建议助力行业清源
全力打赢“治理战”

“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你单位在行业

监督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特向你
单位提出如下检察建议……”这是市检察
院发出的行业治理检察建议。

疥癣之疾，易成膏肓之患。 全市检察机
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办理黑恶案件的
同时 ，聚焦行业管理 、社会治理等重点行
业领域 ，主动发现隐患漏洞 ，提出针对性
检察建议，帮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堵漏建
制，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彻底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针对 2018 年以来办理涉黑涉恶案件
中发现的社会治安、乡村治理、工程建设、
金融放贷、教育卫生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 市检察院向 5 家市直单位发出 6 份行
业治理检察建议。 祁阳县、双牌县、宁远县
检察院就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安问题向
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加强娱乐服
务场所监管，改善周边治安环境。 零陵区、
江永县、江华县检察院就办案中发现的乡
村治理问题向有关乡镇和基层党组织发
出检察建议，推动基层软弱涣散党组织整
顿提升。

为提升检察建议的质量和效果，全市检
察机关加强与被建议单位的联系，充分听
取被建议单位的意见建议，携手促进行业
清源和社会治理。 在正式制发 6 份行业治
理检察建议前，市检察院主动到被建议单
位沟通对接 ，当面听取意见 ，取得理解支
持 ，并提供法律帮助 ，推动检察建议提出
的各项举措落细落实落地。

对涉黑涉恶案件中反映出基层党组织
存在的问题，零陵区检察院召开检察建议
公开宣告送达会 ， 邀请人大代表到场监
督，以现场公开宣告的方式向镇政府送达
检察建议书 ，并进行座谈 ，有效提升被建
议单位的整改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了检
察机关公正司法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
良性互动。

“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出有针对性的
防治对策，强化跟踪问效，有效地促进了重
点行业领域的日常监督管理。 ”市检察院
扫黑办负责人介绍，截至 11 月 18 日，全市
检察机关共制发行业治理检察建议 105
份。 今年 8 月以来， 已连续 3 个月制发数
排名全省第一。

■图片新闻

检察长在线办案

以“补缴养老保险”为名
诈骗钱财领刑 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