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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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勋

近年来， 衡阳市蒸湘区检察院坚持
把“政治立检、从严治检、素质强检、改革
兴检、监督促检”融入到文明办案、文明
办公、文明活动等文明创建工作中，先后
获评湖南省文明单位、 全省检察文化建
设示范院、省文明标兵单位、全国文明接
待室等多项荣誉。

近日，该院又获得一块“金字招牌”
———全国文明单位。

把服务大局发展作为“圆心”
该院主动融入大局，服务打好“三大

攻坚战”。 积极助力精准扶贫，2018 年，
该院扶贫点雨母山镇七里山村喜获第八
批“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荣誉称号；坚
定绿色发展， 扎实开展蒸水河排污口整
治专项行动， 督促衡阳市城区段蒸水流
域 26 个排污口封堵工作完成；充分发挥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检察长出庭支持公
益诉讼。

该院服务“六稳”“六保”，严厉打击
涉疫犯罪， 依法批捕涉疫犯罪嫌疑人 4
件 4 人，起诉 4 件 6 人。 同时，派员进驻
联点企业， 助力复工复产。 小学开学前
期，该院主动服务社会治理，联合相关行
政部门召开托管机构复工工作会， 彰显

了检察温度与力量。
坚决打赢人民禁毒战争。 在办理郭

某某贩卖毒品案时，为彻底查清毒源、固
定证据， 该院及时提出继续侦查取证意
见，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牵出一件从
衡阳到邵东的跨地区贩毒大案。

该院还以“衡阳群众”品牌创建为抓
手，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乡村、
学校等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文明巡逻、
法治宣讲等活动，为城市文明注入动力。

把聚焦主责主业作为“半径”
“强监督、守公正、敢创新、勇争先”，

这是蒸湘检察履行职能时， 秉承的精神
与情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该院成功打
响了全市检察机关第一枪， 办理呆鹰岭
镇两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取得良好效果。

同时，推动法律监督“案件化 ”办理
试点工作，研究制定《重大监督事项 “案
件化 ”办理的规定 》，进一步细化 “一站
式” 案件化办理程序， 实现诉讼监督从
“办事”向“办案”的转变。

此外，加强与教育部门沟通协作，共
同推进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号检察
建议”，推进校园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
罪预防。设立“检察联络站”和“流动维权
岗”，开设法律服务绿色通道 ，建立与民
营企业的定点联系、走访服务机制。

该院还积极开展公益诉讼， 所办理
的案件连续两年获评 “湖南省检察机关
优秀公益诉讼案件”。 立足“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生态修复” 三位一体办案模
式， 监督莫某放流 2 万多鱼苗到湘江干
流水域。

把锻造检察铁军作为“圆弧”
“用文明激活检察队伍的‘精气神’，

把文明作为蒸湘检察的精神底色。”党组
书记、检察长贺晓斌说。

为锻造检察铁军 ， 该院打造了以
“廉”“韵”“律”“行”“德” 为主题的文化
墙、文化廊，持续推进文化阵地建设。 同
时，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学习教育，自导自
演专题片《初心璀璨》，多年开展“好人好
事”道德讲堂，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
屡次取得佳绩。

结合改革， 他们还组织开展岗位大
练兵、疑难案件讨论、听庭评议、庭审观
摩活动，培养懂实务、通理论的复合型检
察人才。创新教育培训方式，多管齐下提
高文化素养、执法能力和办案水平。

近年来， 多名干警被市检察院记三
等功、嘉奖，公诉科荣获蒸湘区“2019 年
度三八红旗集体” 称号， 一名干警荣获
“第二届湖南省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业务
竞赛标兵”。

检察长感言：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蒸湘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 贺晓斌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 接下来，蒸湘
区检察院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建
设崇德向上的文明单位， 持续打造正规
专业的文明队伍， 以笃定坚实的步伐为
建设“实力蒸湘、魅力蒸湘、活力蒸湘”提
供更多更优质的检察产品。

市纪委监委在调查办理毛田镇榔树
村原村委会主任谭燕舞涉黑涉恶案时遇
到了“瓶颈”。 通过走访调查，专案组成员
得知， 榔树村原报账员肖某曾帮谭燕舞
管过账， 如果他愿意作证， 案件将有突
破。

“说出实情，自己也要受到处理。 ”面
对调查询问， 肖某打起了自己的 “小算
盘”，拒不配合调查。

魏锡庆是专案组成员。 为了啃下这
块硬骨头， 他主动请缨：“我在基层干了
30 多年 ，整天与群众打交道 ，我还做过
统计员，能看懂账。 ”得到专案组同意后，
他一边给肖某做思想政治工作， 一边走
访知情村民，寻找证据。 一天晚上，他骑
摩托车在各村走访时不小心摔倒， 右肩
锁骨骨折了。但他仍然坚持工作，谁也没
说。大家发现他只能用左手敲字后，才知
道他受伤了。

在医院做简单处理后， 魏锡庆就马
上返回了专案组。

通过十几天的接触， 魏锡庆摸清了
肖某的性格特点和心理顾虑， 将走访收
集的证据逐一摆在肖某面前。 肖某的心
理防线终于被击垮， 答应配合专案组调
查。 经过 20 多天的努力，谭燕舞涉黑涉
恶案终取得突破性进展。

扎根基层 36年的孺子牛
在魏锡庆家里， 客厅一侧的饭厅墙

上挂着 2005 年他去北京领奖的大合照，
桌上堆放着一大摞红通通的获奖证书和

金灿灿的奖章……这些，是他工作 36 年
党和人民对他的评价。

这些工作和成绩大多是他骑着摩托
车跑来的。1999 年以来，魏锡庆先后买了
两台摩托车，总里程约 10 万公里 ，他因
此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摩托书记”。

2012 年至今， 棋梓镇纪委共立案查
处 90 人 ，党纪、政纪处分 90 人 ，其中开
除党籍 14 人，留党察看 14 人，撤销党内
职务 6 人。 尽管“栽”在他手里的人不少，
但这些人都很服他。

与魏锡庆有着十几年交情的村干部
万某因侵占公款和工作失职， 被镇纪委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万某堵在魏锡
庆的办公室门口“理论”。 “没想到事后魏
锡庆经常骑着摩托车到我家，不厌其烦地
做我的思想工作。”万某想通后笑着说，老魏
是“直肠子”，办起案子“六亲不认”，办完
案件又“倒贴人情”，他对工作确实用心。

无论是在镇政府工作还是在镇纪委
工作， 魏锡庆隔三岔五就要到湘乡市报
送材料，从棋梓镇到湘乡城区，有 1 个小
时左右车程， 魏锡庆每次都是自掏腰包
坐班线车。

“有时上午事情没办完，中午我请老
魏去我家休息，他说什么也不去。他说到

宾馆大厅沙发上休息最舒服，有空调，还
不用花钱。 ”家人住在湘乡城区的彭定根
说。 就这样，魏锡庆在宾馆大厅度过了一
个个午休。

有同事劝他：“你是办公事， 找个茶
馆休息一下也没问题 ， 不要那么寒酸
嘛！ ”魏锡庆回答：“我们纪检干部，不该
花的钱千万不能花。 ”

魏锡庆对自己 “抠 ”，却时刻把群众
冷暖放在心头。

几年前，魏锡庆到白云村驻村工作，
村委会与傅某签订了村级公路硬化合
同，但在动工前，傅某以原料涨价为由要
加价 5 万元才肯开工。 村里不同意，傅某
便玩起了失踪。

魏锡庆得知此事后，带着干粮水壶，
骑摩托车跑了三天三夜， 终于在娄底市
找到傅某。 “我看见他骑着摩托车一身尘
土、两眼血丝，心一下就软了。 ”傅某说，
为了这样的好干部，赔钱赚吆喝也值得。

今年 11 月 24 日，57 岁的魏锡庆作
为 2020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光荣接受了表彰。 他也是今年湖
南受表彰的全国先进工作者中， 唯一的
纪检监察干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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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锡庆（右）骑摩托车下乡。

蒸湘“检察蓝” 共筑同心圆
———衡阳市蒸湘区检察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小记

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

收据》一份，票据字轨：湘财通字 （2019），票
据号码：3132590502。 该票据一式三联，第一
联收据遗失，该票据作废。
特此声明。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
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符雨萱 刘娅璇 ）12 月 14
日 ，第七届 “漾翅杯 ”法律
实践能力大赛在湖南师范
大学法学院圆满举办。 此
次比赛由省法学程序法学
研究会主办， 湖南师范大
学眐翅法律实践团队和漾
翅法律实践团队协办。 省
程序法学会会长黄捷 ，湖
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副
书记陈胜国等嘉宾出席比
赛并担任评委。

此 次 比 赛 有 来 自 河
南 、广州 、重庆 、湖北以及
湖南 5 个省区 12 支高校
队伍参与。 受疫情影响，今
年的大赛主要以线上比赛
为主，又以文书写作为主，
包括原告起诉、 法庭审查
立案、 法庭通知、 被告应
诉、 庭前会议以及判决书
写作 6 个环节。 12 支高校
队伍经过激烈角逐， 华南
师范大学荣获团体奖一等
奖， 湖南警察学院取得团
体奖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获得三等奖。

陈胜国对比赛的圆满
成功和获奖的参赛队伍表
示祝贺。 他说，“漾翅杯”法
律实践能力大赛有利于培
养高质量法科人才， 为法
治中国的建设作贡献。

黄捷向积极参加比赛的各参赛
高校表示感谢。 他说，“漾翅杯”比赛
将以锻炼法科生的实践能力为宗
旨，不断发展完善，为国家培养更多
法治人才， 推动法治社会和法治国
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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