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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聂华 刘悦淇

近年来，龙山县检察院坚持“政治建
检、文化育检、业务强检、从严治检”的文
明创建工作思路， 有机地将文明创建融
入到检察工作之中， 使检察队伍整体面
貌向上，检察事业科学稳定发展。

砥砺前行“内外兼顾”
行远自迩，踔厉奋发。 龙山县检察院

2017 年获评 “省级文明标兵单位 ”，还先
后荣获 “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全省检
察机关扫黑除恶先进集体”“全省检察机
关检察文化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群众满意度测评连续 5 年保持全州先
进。 近年来，该院干警获得各级各部门表
彰近百人次，树立了党委放心、群众满意
的文明机关形象。

今年年初， 该院进一步修订完善了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工作方案》，坚持“从
优保障 ，厉行节约 ”的原则 ，安排专项经
费实施了院落的绿化美化工程。 先后投
入近百万元建成 “职工之家 ”，不仅夯实
了文明创建的基础， 还营造了书香墨浓
的文明创建氛围。

服务大局勇于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该院全体

干警坚定信心、不畏艰险，圆满完成了守
护湘鄂情大桥的政治任务。 抽调干警 300
余人次参与执勤值守，劝返车辆 1000 余
台、4000 余人次，配合卫生部门进行检测
8000 余人次，以实际行动树立起检察“屏
障”，让党和群众放心。

为助力复工复产， 该院深入企业一
线， 全面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企业面临的
困境和期待 ，共计进行走访 17 次 ，帮助
解决难题 14 个 ， 提供现场法律咨询 80
余次，精心编制《企业运营法律风险提示
书》。

同时，该院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农村、
山区学校 、敬老院 、森林 、饮用水源保护
区， 开展各类文明志愿公益活动上百余
次，捐款捐物 20 余万元。

创新发展不断突破
该院以“争创书香型检察院，争做学

习型检察官”为目标，先后组织干警参加
各项学习培训 160 余人次。 全院干警坚
持学用结合 ，在 《人民检察 》《湘西工作 》
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调研文章 40 余篇，在
各级媒体发稿 500 余篇。 制作 “以案释
法”专题片、拍摄微电影等 10 余部，优秀
作品《最后的嘱咐》参加了中央政法委组
织的“微视频”创作大赛。

积极培植先进，学习典型。 该院王文辉
获评“CCTV中国（湖南）法治人物”，其家庭
被全国妇联评为“最美家庭”、被省妇联评为
“五好家庭”；检察官田文被评为“湖南好
人”和“湘西州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司法
警察马华代表省检察院参加最高检组织
的全国司法警察技能比武， 获得单项全
国第一，同时打破全国纪录。

忠诚履职彰显情怀
“民以食为天 ”，紧盯食品药品安全

问题，开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药店药
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促进环
境综合治理项目纳入湖南省环境保护
“十三五 ”重大项目库 ，建立跨区域生态
环保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携手共护酉水
河。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
阶段性成效。 今年 4 月，在全省检察机关
“两先一优” 评选中获得了优异成绩，被
评为全省先进集体， 两名干警被评为全
省先进个人。 传递司法温暖，当好“国家
监护人 ”，落实 “捕诉监防一体化 ”模式 。
主动联合公安、司法等部门，建成未成年
人“一站式”办案场所，倾心打造“未成年
人倾听室”和“心灵驿站”。

锻造队伍从严治检
为了更好地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司

法公信力，该院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倡导班子成员 “带头学习 ，带头办案 ，带
头廉洁自律 ”；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 ”，做
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近年来，在
全院范围内开展廉政教育和反腐败教育
20 余次，开展廉政谈心谈话、对全院党风
廉政和纪律作风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30
余次 ， 对扶贫工作开展专项督查 40 余
次。 主动邀请各界人士开展“开门纳谏”
座谈会，组织干警开展部门“盘点”、工作
点评等活动 11 次。

认真修订完善《机关行政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管理运行机制。 严格落实检察官权力
运行清单、员额检察官绩效考核、案件质
量评查；严格落实“三个规定”，按月对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案件情况，进行记
录统计并上报上级机关。

检察长感言：

中流击水正当时
□龙山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蒋巍

巍峨的武陵山， 铸就了龙山检察人
厚德务实的品格；浩荡的酉水河，培养了
龙山检察人勇当龙头的情怀。 扬帆起航
凌云志，中流击水正当时，龙山检察人将
一如既往地求真务实 、踏实苦干 ，为 “五
个文明”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检察
能量”，坚定前行。

厚德务实铸品牌 砥砺前行舞龙头
———龙山县检察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纪实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华）12 月 4 日上午， 常德
市委网信办召开党风廉
政建设警示教育专题会
议，集中学习了中央办公
厅 《关于巩固深化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成果的意见》 精神，观
看了警示教育片《问心》。

会议指出 ，建设 “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
满意 ”的模范机关 ，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政
机关的政治要求。 全办干
部职工要进一步强化政
治意识，高标准严要求推
进清廉机关、模范机关建
设。 要突出政治引领，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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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行 “两
个维护”， 始终把牢网信
机关政治属性， 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 把党风廉政建设
贯彻到网信工作各领域、 各环节
和全过程，切实增强政治定力。 要
改进工作作风，坚持问题导向，从
自身找差距 、找原因 、抓整改 ，持
续推进作风建设， 着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担当作为的良
好风气。 要加强廉政教育，加强政
德修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永葆清正廉洁本色。 要强化日常
监管， 从建立健全机关各项制度
入手，强化制度执行，深化运用好
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让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大爷 22万
买 258块假银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林芳 车
晓明）一大爷遭人“套笼子”，花 22
万多元买了 258 块假银元。 近日，
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穿紫河派
出所成功破获了这起诈骗案 ，两
名诈骗嫌疑人落网。

家住穿紫河的郑大爷平时喜
欢收藏，在古玩市场结识自称“古
董鉴定专家”的黄某。 见郑大爷喜
欢收藏， 黄某便安排同伙刘某主
动给郑大爷打电话， 称有乡下村
民的祖传古董银元。 郑大爷表示
愿意购买。

7 月 15 日， 刘某带着黄某交
给他的 15 枚 “银元 ”来到郑大爷
家中。 郑大爷将“银元”拍照发给
黄某鉴定 ，黄某鉴定 “银元 ”为真
货。 于是，郑大爷花 1.2 万多元买
下这 15 枚“银元”。

就这样，黄某、刘某先后 7 次
将 243 枚仿制银元， 以每枚 1000
元左右的价格卖给郑大爷。 郑大
爷给了两人 22 万余元。 当郑大爷
满心欢喜拿出来给朋友看后 ，才
发现这些银元其实是假的。

8 月 11 日， 郑大爷向穿紫河
派出所报案。 该所立即展开调查，
当场将刘某抓获归案。 黄某却逃
之夭夭。 11 月 22 日，办案民警通
过蹲点守候， 在黄某老家将其抓
获。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艳）12 月初，长沙
市芙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刷单诈
骗案，经法院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舒某某
犯诈骗罪获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7 月 13 日，李女士看到舒某某在 QQ
群内发布的一则兼职刷单的消息，称帮忙
在某宝平台上为某商户刷单并给出好评，
即可返还本金并且奖励佣金。李女士眼见

动动手指下个单就能挣钱，便想试一试。
按照舒某某要求，李女士成功刷单第

一笔 95 元，获得返利 10 元。 但当李女士
再次刷单支付 1079 元后， 舒某某则要求
李女士添加另一个 QQ 号， 称要通过公
司财务退款。添加好友成功后，该“财务人
员”称需要再扫一个二维码，才能退还本
金和返利。李女士再次扫描二维码向对方
支付了 1100 元。 对方又称需要李女士清

空信用额度才能返钱，于是李女士又按照
对方指示下载某信贷 APP， 借出 1900 元
并转给对方。 对方收款后，向李女士承诺
2 小时之后本金和返利会一起到账 。 然
而，李女士不仅没等来返利，连 4079 元本
金也被骗子卷走。恍然大悟的李女士这才
向公安机关报案。

8 月 1 日，舒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其同案犯也在进一步抓捕当中。

龙山检察院的巾帼文明岗。

诚邀刷单“薅羊毛”，当心骗子把你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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