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群生 ） 近年
来， 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委监委驻检察院
纪检监察组对该院开展工作专项督察 ，
重点督察了党风廉政建设、 后勤财务等

中心工作执行情况 ，2020 年发布督察通
报 12 期 、纪律检查建议 1 次 、廉政提醒
谈话 10 人次。

“请你们驻院纪检监察组加强监督

检查，大胆‘挑刺’，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
题，切实防止廉政风险问题的发生。 ”永
州市冷水滩区检察院检察长胡华清对驻
院纪检监察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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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检察官的帮助，经过这几次心
理治疗，我孙子终于又有了笑容，我们也
正在努力走出阴影 ， 把日子过好……”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司法救助申请
人罗某柏夫妇来到邵阳市检察院， 为该
院检察官张可洁送上了一面写着 “一心
为民，公正无私”的锦旗。

“这些年来 ，我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
浮现那个人的身影， 我的孙子夜里老是
惊醒 ，成日哭喊 ，都是因为那个人 ，毁了
我的家……”说到过去，罗某柏忍不住拉
着张可洁的手泣不成声。

案件发生在 2018 年。 罗某武因拦路

收取他人过路费被罗某柏劝阻并报警 ，
于 7 月 5 日手持两把菜刀进入罗某柏儿
子罗某军家报复， 将罗某军 9 岁的小儿
子罗某乙杀死，将其 12 岁的大儿子罗某
甲砍伤，同时持续砍伤了 5 名无辜群众，
包括一名 2 岁的幼儿。

该案发生后， 因多名受害人为未成
年人且后果严重， 邵阳市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在受案后，认真审查案卷，并在多次
到被害人家中走访时了解到罗家因受害
陷入困境， 被害人罗某甲自己被砍伤又
因亲见弟弟死亡， 产生了较严重的心理
障碍，并面临辍学，其全家人沉浸在痛苦
之中，生活乱成一团。

针对这一情况 ， 承办检察官多次
请心理专家到被害人家中为罗某甲进

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 并将罗某甲
的情况反馈给控告申诉部门 ， 帮他申
请了 4 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 罗家将此
笔救助金用于罗某甲的心理治疗和康
复 。

在得知凶手已经伏法后， 长期笼罩
在心头的阴霾终于散开， 久违的笑容又
回到了罗某柏一家人脸上。 罗某柏夫妇
感念检察官在案件中的辛苦付出， 特为
承办检察官送来锦旗。

自 2018 年来， 邵阳市两级检察机关
共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861 人， 开展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救助 10 余次，资
助困境未成年被害人 50 余万元，让因案
致贫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庭切实感受到
司法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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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邵阳市大祥区检察院依法对
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民营企业法定代
表人海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017 年， 海某经营的牛场因环保问
题被政府部门要求搬离原址， 经合伙人
刘某推荐， 选定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某
村地块为牛场新址。 2017 年 8 月 31 日，
海某与其他两名股东筹措资金注册成立
牧业公司，海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并
负责公司经营管理 。 同年 9 月 17 日 ，
该公司与该村 35 名村民 签订 土 地 流
转合同 ， 协议规定其拥有该村 “罗家

山 ”地段土地的长期使用权 。 2020 年 5
月邵阳市森林公安局根据举报线索立
案侦 查 ，6 月 26 日 ， 海 某 主 动投 案 自
首 。

该院承办检察官通过查阅案卷 、走
访村委会及村民了解到， 该牧业公司系
响应全市创卫工作要求， 以村委会招商
引资的方式引进至大祥区罗市镇某村 ，
公司的实际经营仅由海某一个人负责 。
落成期间，“不仅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 ，
还为全村修建了一条水泥村道。 ”村委会
反馈 。

大祥区检察院就该案召开员额检察
官联席会议，与会检察官表示：涉案企业
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处于一个正在上升

的阶段。该公司占用林地 12.1 亩，刚过立
案标准，如果简单地对海某一诉了之，不
仅会影响企业正常运转， 同时对周边村
民的就业及收入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
且案发后， 海某主动投案且自愿认罪认
罚。 为了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落实服务
非公经济检察政策， 会议决定对海某作
相对不诉处理。

该案的依法妥善办理， 落实了对涉
案非公有制企业及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
位人员轻刑犯罪充分适用依法从宽的刑
事政策和 “少捕 ”“慎诉 ”的司法理念 ，也
体现检察机关对非公企业的司法保护 ，
为非公有制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宽松
的法治环境。

发红包返 10倍
半年诈得 46万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玉清 ）当移动

支付、微信等社交 APP 提供生活便利
的同时， 也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
工具。

2019 年 12 月，林某通过微信加入
一诈骗组织后， 与该组织其他成员伪
装身份活跃在朋友圈， 以微信发红包
10 倍返利为诱饵，诱骗被害人组建微
信群发红包。 当被害人尝到甜头，微信
红包金额越来越大后， 林某等人听从
指挥领取红包迅速退群。 到 2020 年 5
月， 林某等 4 人通过微信红包已诈骗
46 万元。

2020 年 10 月，岳阳市云溪区人民
检察院以林某等 4 人涉嫌诈骗罪提起
公诉。 近日，法院审理查明并宣判，林
某获刑 5 年 8 个月，并处罚金 6 万元，
其他被告人均被依法判刑。

【检察官提醒】诈骗往往是利用人
们心目中的欲望， 现在有许多招揽投
资快速致富方案、 中大奖通知等等类
似的网络骗局， 针对这些骗局我们一
定要做到不轻信，不贪婪，我们才能不
上当。 不要相信街头不规范的市场调
查，不随意填写自己的真实个人信息，
不要随便打开陌生邮件、 来路不明的
APP 或者链接， 尽量不要连接公共场
所的 WIFI，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保证
上网安全。

买房和车位要小心
谨防骗子找上门
本报讯（通讯员 吉群芳 ）一男子

得知他人要买房买车位， 便趁机虚构
事实进行诈骗，共骗取他人购房、购车
位款 30 余万元。 近日，经湖南省株洲
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杜某有期徒刑 4 年 3 个
月，并处罚金 5 万元。

今年 26 岁的杜某系河南平顶山
人，曾在株洲某楼盘售楼部工作，后辞
职到一家咨询公司上班， 但他仍然经
常出现在一些楼盘售楼部帮售拿提
成。

2019 年 7 月， 杜某得知李某想购
买株洲某小区的车位，便告诉李某，需
要找公司领导协调才能买到， 但需要
协调费用。 李某以为杜某就是该楼盘
售楼部的销售人员， 便转了 76800 元
的车位款到杜某个人账户， 杜某拿到
钱后将之全部用于个人花销。

无独有偶 ，同年 11 月 ，石某看中
了该小区的一幢别墅， 杜某便向石某
谎称该别墅已经出售，如果想买，需要
通过他找公司领导购买指标， 但要支
付 22 万元“中介费”。 石某信以为真，
因自己经常在外地， 出于对杜某的信
任， 便将钱款直接转到杜某的个人账
户中，让杜某操作此事。

后来石某与房屋销售公司签订了
认购合同， 杜某继续以催收首付款的
名义先后骗取石某 10 万元，同样将骗
来的钱全部用于个人花销。

2020 年 8 月， 杜某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并与被害人签订了还款协议，在
诉讼过程中退赔了 2 位被害人的全部
损失，法院遂做出上述判决。

4万元司法救助金，暖了老罗一家心

贯彻“少捕”“慎捕”理念 保护民营经济

《民法典》
进校园

在 《民法典 》正式实
施之际，浏阳市检察院法
治辅导员陈玉在长郡浏
阳实验中学开展 “典”亮
青春， 护航成长———《民
法典》进校园普法宣讲活
动 ，为学生们宣讲 《民法
典》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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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监督 支持工作“挑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