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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还开展了各项有益身心的群团
活动，倡导文明交通 、文明上网 、文明祭
祀、公勺公筷、厉行节约等。

养护文明之根
检察业务是所有检察院安身立命的

根本。 该院坚持以党建带创建，以创建促
工作， 把文明创建与履行法定职责紧密
结合， 推进检察工作各项业绩在全省位
居前列。

该院开展反恐反邪、禁毒扫黄、缉枪
治爆、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工作，综治民
调排名全省第 2。 针对民间借贷、房屋买
卖等领域发生的 “规模性造假”和 “居间
造假”等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向法院提出

（提请）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 8 件。
“我们集中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

件 6 件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 ”第六检察部的张加军说 。

该院还与公安、法院、环保、国土、食
药监、林业等 22 家单位建立常态化联系
机制，推动形成公益保护协作共同体，打
造公益诉讼的“湘潭样板”。

催开文明之花
9 月 10 日，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陈

文忠被聘为湘潭市生物机电学校法制副
校长， 检察官刘婷给学生上了一堂法治
教育课。 课后，有学生表示：“陈检送我们
的‘三句话’很重要，校园暴力害人害己 ,
我一定会远离校园暴力 ,用理性、文明的

方式解决矛盾。 ”
据了解，这样的“法治进校园”“关爱

幼童、护苗入园 ”、走进 “三区三州 ”等活
动已在四川、 西藏边远山区、 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了 50 余场。

该院运用起诉、支持起诉等职能，帮
助农民工追回 “血汗钱”520 余万元。 帮
助结对帮扶的新城村落实项目和资金
760 余万元，帮扶贫困户 76 户 174 人，帮
助实现微心愿 300 余个。

该院出台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潭检 12 条 ”， 开辟涉企案件绿色通
道 ，依法 保 护 企 业 家 合 法 权 益 ，树 立
“少捕 、少押 、慎诉 ”的司法理念 ，对涉
案民营企业及人员 ，依法审慎采取强
制措施 ， 鼓励支持企业共克时艰 、共

赢共生 。

检察长感言:

� � � �文明之花永远盛开
湘潭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刘

建军

虽然我们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中取
得了一些成绩， 但精神文明建设永远在
路上， 需要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
感。 在今后工作中， 我们将坚持初心不
改、干劲不松 、力度不减 ，巩固和提升创
建成果， 不断把文明创建工作推向新的
更高水平。

接 01 版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通讯员 冯胜）12月 18日 16:28， 在江西赣
州落网、 潜逃 32年的在逃人员吴忠于，被
宁乡市公安局专案民警押解回宁乡。至此，
宁乡“1988.11.9”命案成功告破。

1988 年 11 月 9 日晚 7 时 30 分左
右，宁乡县涌泉乡（现喻家坳乡）新塘村
发生一起命案。受害人傅某秋因琐事与
犯罪嫌疑人吴忠于发生争执，吴忠于掏
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傅某秋刺伤致
死后潜逃。

32 年来， 宁乡公安从未放弃过追
捕工作。 “云剑—2020”命案积案攻坚行
动开展以来， 宁乡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抽调精干警力组建追逃专班，在长沙市
局刑侦支队的指导下，全力开展追逃攻
坚工作 ，重新全面梳理线索 ，利用新的
技术手段开展追逃工作。专案民警会同
派出所、 村警深入开展群众走访调查，
向社会公开悬赏 ，广辟线索 ，专案组民
警紧盯不放 ，不破不休 ，夜以继日检验
物证、加班加点核查线索 ，最终获得一
条有价值的线索：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
潜逃至江西，并且已经漂白身份。 专案
组立即开展筛查，最终发现一名叫高军

的赣州男子有重大嫌疑。
锁定身份后，追逃专班立即组织警

力赶赴江西赣州。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
助下，12 月 17 日 9 时许，在赣州市章贡
区一出租房内将漂白身份为 “高军”的
犯罪嫌疑人吴忠于抓获。

经现场突审，吴忠于承认了自己的
真实身份，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

悉，其作案后一直潜逃在外地，修过路、
建过工地、当过保安，开过理发店，靠打
零工维持生活。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之中。
在长沙市各分县局攻克的命案积案中，
该案是唯一一起通过侦查手段、立足本
土开展工作破获的案件，也是追诉期最
长的一起案件。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做好选人用人“大文章”
今年 9 月， 常德市纪委第二巡察组对市

妇幼保健院开展巡察。 针对巡察中发现的选
人用人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市妇幼保健院高
位推动，最终实现用人选人纪律上“零违规”。

针对巡查中发现的个别程序不规范 、材
料不齐全等问题，“强化问题导向， 实行逐条
清理；强化分类指导，坚持精准施策。”该院人
事科主任介绍。 一方面，组织学习相关政策。
召开党委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多个文件，并由相关
科室组织学习， 强化工作人员的理论体系建
设。 另一方面，党委（党组）主要领导亲自过
问，分管领导直接抓，确保整改工作紧紧抓在
手上。对主要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推送整改
落实。

整改后，该院用人选人更为规范，任务清
单完成率 100%，实现阶段性目标。

周功平

本报讯（通讯员 谭缜 沙伟）毒品从中缅
边境购入，再由邵阳、常德毒贩层层转卖……
历经一年， 常德警方打掉了一个多达六级的
贩毒团伙 ，缴获毒品 8450.5 克 ，抓获犯罪嫌
疑人 11 人。 近日，该案被移送起诉。

2019 年 5 月，武陵分局禁毒大队接群众
举报，武陵区人许某在武陵区、鼎城区等周边
区县从事涉毒犯罪活动。经前期调查，发现一
个涉及常德、邵阳，层级达六级、十多人的涉
毒犯罪团伙。

根据前期调查情况，禁毒大队 2019 年 7
月 26 日立案， 组建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武
陵分局禁毒大队、派出所共 30 名警力的专案
组，集中警力开展专案侦查工作。

经过 9 个月的侦查查明， 这是一个以岳
某、黄某、许某、王某为主的涉毒犯罪团伙，主
要贩卖毒品冰毒片剂等。 浙江绍兴一部督案
件主要嫌疑人（现由绍兴市、邵阳市公安局禁
毒部门进行侦控） 从西双版纳中缅边境购买
毒品后运回邵阳市， 随后贩卖给邵阳籍犯罪
嫌疑人岳某， 岳某再通过常德籍嫌疑人黄某
介绍，以现金交易的方式贩卖给许某，最后贩
卖至下线。

今年 4 月-8 月，专案组开始收网 ，在武
陵区相继抓获犯罪嫌疑人汪某、黄某、许某、
王某、万某、费某、曾某 、刘某、余某等 11 人。
在邵阳市双清区分局禁毒大队的配合下，专
案组在双清区抓获毒品上线岳某。 8 月，专案
组在省厅禁毒总队的大力支持和邵阳警方的
密切协作下，成功打掉了该涉毒犯罪团伙，抓
获涉毒犯罪嫌疑人 12 名， 查处吸毒人员 10
名 ，缴获各类毒品 8450.5 克 ，扣押毒资 2 万
元、涉案车辆 1 台。

潜逃 32 年,当过保安开过理发店

宁乡一命案嫌犯被押解回湘
常德警方
捣毁一六级贩毒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左）。

本报讯 （通讯员 牟建平）12 月 15
日，在常德市柳叶大道与桃花源路十字
路口的大气污染国控监测点，一辆大型
货车闯禁 ， 被执勤交警及时查处并劝
返。 今年下半年，常德交警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的 “蓝天保卫
战”行动，积极响应市蓝天办预警指令，
严格管控污染车进城， 从 10 月中旬至
今，出动警力 1000 人次，与相关部门联
合执法，共计查处并劝返高污染高排放
污染车 3981 台， 其中老旧柴油车 1103
台、货车和拖拉机 2878 台。

今年 10 月中旬以来， 常德进入冬
季空气污染高发期， 为有效进行治理，
将 10 月中旬至明年 3 月中旬设立为蓝
天保卫特护期，由交警 、环保和农业农
村部门联合执法， 严格管控大型货车、
柴油货车、冒黑烟老旧车辆 、拖拉机等
高污染高排放车辆，违反规定驶入包括
常德市中心城区、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江南城区、常德经开区和常德高新区在
内的限行区域。 严查无牌无证拖拉机、

变型拖拉机、非法改装拖拉机上道路行
驶，并一律查扣。 特护期内，执勤交警和相
关部门人员坚守在常德大道、 桃花源路等
限行区域内重点路口 5个大气污染国控监

测点，实行全天候管控，并按照市蓝天办发
出的 “三级预警”指令，采取相应的交管措
施。 对查处的冒黑烟汽车，依法处罚，一律
劝返，严禁驶入限行区域。

常德交警严格管控
劝返高污染高排放污染车 3981台

查扣污染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