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永州市冷水滩区检
察院对 4 名未成年人的挽救
教育付出的辛勤努力 。 ” 12
月 14 日， 冷水滩区检察院对
4 名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满
的未成年人，举行不起诉宣告
教育仪式 ，党组书记 、检察长
胡华清宣布不起诉决定，4 名
未成年人的家长将写着“检察
铁肩担正义、 扶幼苗促成长”
锦旗送到该院。

2019 年 12 月 13 日 ，该
院对陈某等 4 人涉嫌故意伤
害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考察期限为一年。经过一年的
考察，在检察官和社会的共同

帮教下，涉案未成年人开始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
考察期内， 均能遵纪守法，正
常回归社会 。 根据法律的规
定，对 4 名考察期满的未成年
人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并
向其进行宣告。

胡华清表示，对涉罪未成
年人实行 “教育 、感化 、挽救 ”
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刑事政策，阐述了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再次对 4 名涉罪未成年人进
行法制教育。

通讯员 周湘明 唐江艳
刘文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智勇）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民法典》知
识， 充分回应民营企业司法需
求，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12
月 10 日，桃源县检察院第一党
支部在黄石镇开展 “送法进企
业进机关”暨主题党日活动。 常
德市检察院党组第一巡察组部
分成员参加活动。

在常德炎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大家实地参观了养殖车
间、培植室等，认真倾听了企业
心声诉求， 对企业的经营等情
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并向企业
和黄石水库灌区管理局赠送了

《民法典》， 表示将平等保护好
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企业
发展提供检察机关力所能及的
帮助和支持。

随后， 大家来到黄石水库
开展“绿水青山同守护 生态画
卷齐绘就”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
乘船水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充
分肯定了库区水资源及生态环
境的保护成效。

在今后的工作中， 桃源县检
察院将继续当好民法典的实施者、
传播者和普及者，做以 “两山理
论” 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思
想的倡导者、捍卫者和践行者。

文明花开 检徽闪耀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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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检察：送法进企业进机关

扶“幼苗” 促成长

向企业赠送《民法典》。

■图片新闻

宣告仪式现场。 黄子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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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福地，湘江水畔；文明火种，代代相传。 株洲检察接
过文明的火炬，踏着文明的足迹，用汗水诠释初心使命，用

实干书写正义荣光，用行动传递文明力量，最近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近日，记
者走进株洲检察机关，探访文明之花如何在湘江之滨盛放。

文明耀检徽

成立创建文明单位工作领
导小组的 12 年里，株洲检察追
求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

全国检察机关先进基层检
察院建设组织奖、 省先进检察
院 、省文明标兵单位、省文明单
位、省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省
书香机关……各种荣誉纷至沓
来。

面对文明建设这个时代课
题， 株洲市检察院坚持 “一把
手 、一盘棋 、一面旗 ”的工作思
路，交出了近乎完美的“检察答
卷”。

市检察院将文明创建工作
纳入年度工作规划， 列入党组
重要议事日程，编印《管理制度
汇编》， 与中心工作同规划、同
部署、 同检查。 建立联络员制
度，指定专人负责，做到文明创
建与业务工作相结合； 利用建
党日、国家宪法日，组织党员干
警上党课 、办讲座 、评先进 ，积
极探索“党建+文明创建”模式，
推动文明创建与党建工作融合
发展。

同时，向全体干警发出“7 个
从我做起”倡议书，在机关院内设
置文明创建宣传标语、文明创建专
栏、印发《文明手册》、组织文明家
庭评选等。先后有 2个干警家庭被
评为市文明家庭、 市优秀廉洁家
庭，11 个干警家庭被评为市检察
院文明家庭。

担当磨利剑

平安， 是一座城市最动人
的名片， 是老百姓心中最渴望
的幸福。 市检察院积极服务全
市工作大局， 助力地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深度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推行检察长带
头办案、 组织专人专办等 6 大
办案机制，办理了张将如、游鑫
等一批影响深远的涉黑涉恶案
件， 有力地回应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期盼。2020 年，在全省检
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通报中 ，株洲 25 个集体 、个人
获表彰表扬。

深入开展“温暖企业”检察
行动，出台了《“除虫护花”办案
机制暂行规定》等文件，走访企

业 1000 余家，帮助解决涉法问
题 100 余个，办理了涉案 6.5 亿
元的唯托公司海外医疗诈骗案
等重大案件。2019 年，市检察院
被评为全市“温暖企业”先进单
位，并在省、市作典型发言，《法
治日报》《法制周报》 等主流媒
体作专题报道。

同时， 株洲市检察院不断
创新工作机制，以全面实行“捕
诉一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
契机，在全省率先试点“律师代
理申诉”“轻案快办”等工作。 探
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新机
制，先后被最高检、共青团中央
定为 “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单位、
“全国青少年维权岗”。 探索建
立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 、
“派驻+巡回” 刑事执行监督模
式，2020 年被评为“全国特赦检
察工作表现突出集体”。

为民守初心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株洲检察人走
进田间地头，深入大街小巷，为
群众排忧解难。

进一步优化升级 12309 检
察服务中心， 设立 3 大工作区
域，通过 4 种渠道，为老百姓提
供“一站式”服务。 深化检务公
开，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 80 余
场。 在全省率先推出“案件受理
告知短信平台”，将案件主要程
序性信息， 以手机短信的形式
及时告知相关诉讼参与人 ，保
障其权利，促进了诉讼效率。

积极关注精准扶贫， 筹集
资金帮助完成茶陵县文泰村 、
妙石村等地的配套建设， 大力
发展脐橙、油茶、养殖基地等特
色产业，由“输血式”扶贫变“造
血式”扶贫，并将司法救助融入
精准扶贫，对 23 件符合条件的
案件当事人发放救助资金 93.7
万元。

以志愿服务为纽带， 搭起
了一座便民利民“暖心桥”。 开
展“花季天使”儿童防性侵公益
宣讲、 校园食品安全护苗等志
愿活动， 用爱展现了株洲检察
力量。 2020 年初，26 名志愿者，
深入社区企业开展抗疫防疫工
作，有检察干警家庭被评为“全
国抗疫最美家庭”。

文化铸检魂

在株洲检察， 文明成为每
个干警矢志不渝的坚守； 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已融入
他们的工作生活，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走进机关大院， 浓浓的文
化氛围扑面而来。 核心价值文
化展示、法律格言，激发干警的
职业使命感； 金剑系列活动为
干警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兴趣
小组、主题演讲、诗歌朗诵等活
动培养干警的爱好和特长。 微
信作品 《我们 ，没关系 》获全国
新媒体创意大赛金奖， 专题片
《检察文化铸就公正之魂》获全
国检察机关微电影专题片三等
奖。 在最高检、省委政法委举办
的诗词书画摄影比赛中， 共有
50 余幅作品分获一、 二、 三等
奖， 展示了株洲检察文化的深
厚底蕴和文化传承。

12 年， 株洲检察人用行动
传递文明力量， 浇灌出一朵朵
绚丽的文明之花。 有 3 人获评
全国模范检察官 ，23 人次获评
全国、 全省业务标兵、 能手称
号，2 人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 ，1 人获评省先进工作
者，2 人获评省最美青年卫士，1
人获评省十佳检察职业道德标
兵等， 并有 150 个次集体获全
国、省、市级表彰奖励，153 人次
干警被记功嘉奖。 2020 年，株洲
市检察系统 2 家单位获评全国
先进基层院。

检察长感言：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株洲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
检察长 胡波

回首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之
路， 株洲检察人用一个又一个
坚实的足迹， 传递着文明的力
量，浇灌出文明之花，使之成为
株洲检察最浓厚、 最亮眼的底
色。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株洲检察站在新的起点， 将在
文明洗礼下迈出执法为民的铿
锵步伐， 为助推法治株洲建设
乘风破浪坚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