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新闻热线_0731-84802117���本版策划 /�刘惠明 法治株洲03 2021年01月19日 编辑 /�贺迎辉 美编 /�王诚杰

“第一次参加网络直播听证，现场带入
感很强，效果非常好。 这场听证会，挽救了
一个民营企业， 保住了 100 多名职工的饭
碗。 ”参加完醴陵市检察院举办的网络直播
听证会后， 醴陵市船湾镇党委副书记钟方
感慨万千。

1 月 13 日上午 9 时， 醴陵市检察院对
骆某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拟不起诉
案举行公开听证会， 并在中国检察听证网
进行同步直播。 这是该院被最高人民检察
院确定为检察公开听证互联网直播第二批
试点单位开展的首次直播。

2017 年 4 月至 12 月，犯罪嫌疑人骆某
某的公司需要进项发票用于抵扣税款 ，骆
某某在无实际货物供应的情况下， 接受黄
某某介绍的新疆某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税额 23 万余元。 后经税务
机关查处，骆某某补交了税款及罚款，如实
供述了犯罪事实。

经查， 骆某某所任法人代表的湖南某
服饰有限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来，纳税信
用良好，现有员工 110 余人，吸纳了本地共
计 12 名贫困户及残疾人就业，为带领家乡
群众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服务“六
稳”“六保 ”，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同时鉴于
骆某某主动投案、认罪认罚，醴陵市检察院
拟作不起诉决定， 并对此召开网络直播听
证会。 听证会上，听证员经评议，一致同意
检察机关拟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主办检察官何秋花表示， 让人民群众
通过网络直播参与公开听证， 既可增加检
察机关办案的公开透明度， 又能督促检察
官提升业务能力。

胡蓉 邹伟华

检察公益诉讼助力消防领域

联合执法打通“生命通道”

“回头看”联合执法。

渌口法院召开年度工作务虚会

1 月 14 日 ， 株洲市渌口区法院召开
2021 年度工作务虚会。 区法院全体院领导、
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 各部门负责人就本部门 2020 年
度工作情况、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简
要汇报，并就 2021 年度的工作开展谈设想、
提建议，为新一年工作谋好篇、起好步。 各
院领导就其分管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总
结，为来年的工作开展进行了分析研判，并
对分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渌口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邓国平表
示，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
院干警要立足新起点，聚焦主责主业，确保
实现“双进”目标，压实“两个责任”，确保风
清气正。

易雅荣

攸县检察院新年务虚会召开

1 月 14 日上午， 攸县检察院召开 2021
年工作务虚会，党组书记、检察长徐达江主
持会议并讲话， 全体班子成员和中层领导
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 各部室负责人先后总结回顾了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对存在的问题短板
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自我检视， 结合各自业
务工作谈了工作打算。 各分管领导就分管
部门工作进行了点评， 同时对新一年工作
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徐达江肯定了各部室 2020 年的工作 ，
并对 2021 年的检察工作提出要求： 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目标引领，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持续推进能力素质建设；抓好工作落
实 ，充分履行职能 ，推动 “四大检察 ”新发
展。

刘思思

为助力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确保有
效打通“生命通道”，近日 ，株洲市石峰
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联合区消防救援
大队、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交警大队、
相关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回头看 ”联合
执法行动，查看针对消防通道整治工作
的检察建议落实情况。

2020 年 10 月， 石峰区检察院在消
防领域违法问题专项检查中发现 ,石峰
区部分小区、学校消防通道不同程度被
占用 ，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 ,威胁公
共安全。 11 月，该院向负有监管职责的
相关部门发出诉前程序检察建议 ,建议
其依法履行消防领域相关的工作职责，
对辖区内消防通道被占用 、堵塞 、封闭
的违法事实进行监管,采取有效整改措
施,排除消防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检察建议发出后，各行政机关高度
重视 ， 一方面提请石峰区政府将打通
“生命通道” 集中整治行动纳入社会综
合治理整治内容统筹开展，另一方面结
合实际， 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目
前已开展检查、联合执法 20 余次，劝离
50 辆机动车， 并就消防领域行政立案
55 件。

此次回访 ，大部分小区、学校及公
共场所较好地落实了检察建议中的相

关要求，但也发现个别车主消防意识不
强，占用消防通道乱停车。 联合执法组
对占用消防通道违停的机动车辆驾驶
人进行警告教育并责令立即驶离，并对
在场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对驾驶人
不在现场的违停车辆进行拍照固定证
据， 给予挪车并依法予以相应处罚；同
时要求街道、 社区重新规划停车位，设

置警示标识标牌 ， 涂刷消防车通道标
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通过公益诉讼办理，目前石峰区消
防通道治理成效初显，辖区车辆占用消
防通道情况明显好转， 大部分小区、学
校经过整改，路面增加了消防车通道禁
停标线，消防巡逻已成常态化。

周楷轩

近日，攸县法院执行局执行首例平
仓变现股票案。

2018 年，被告人舒某因犯受贿罪，
被攸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
金 30 万元。 判决后被告人舒某在女子
监狱服刑，罚金未履行到位。 2020 年 7
月，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在向被执
行人舒某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后，被执行人舒某申报自己暂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

案件执行法官董南希通过查询，意
外发现被执行人舒某持有四只股票，便
立即采取措施对其名下股票进行冻结。
在得知该股票所属的证券公司后，执行

员随即赶到株洲与该证券公司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并说明了来意。经查询，四
只股票当天市值为人民币 7 万元，且该
证券公司表示股票只能冻结，除当事人
本人抛售外不能对其进行处置。执行员
没有放弃 ,迅速与湖南女子监狱狱侦科
协调。执行员前往湖南女子监狱同舒某
见面，要求其委托家人将其名下持有的
股票抛售平仓以缴纳罚金， 但其不同
意 ，并称想靠股票升值 ，事情当即陷
入困境 。

为提高执行工作效率，执行员经多
方打听得知上级法院有执结过同类型
的案件。在和上级法院执行局的执行员

详细了解变卖平仓股票的全部程序后，
执行员再次前往株洲某证券公司，并将
上级法院执结平仓股票的成功案例告
知该公司工作人员，并向该证券公司出
具执行裁定书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
求其平仓变现被执行人舒某名下的股
票，并将变卖所得价款直接拨付至攸县
法院指定账户上。该证券公司在收到法
律文书后请示总公司，并表示愿意积极
配合法院工作 ，经过一个星期 ，最终股
票以 13 万 8 千元的价格平仓变现 ，至
此，该案部分执行款已执行完毕。

康帅

攸县法院执行首例平仓变现股票案

醴陵检察听证会网上直播

1 月 12 日， 株洲市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黄文一行来到茶陵县检察
院召开座谈会，就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向辖区内市人大代表征求意
见与建议。 茶陵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徐卫刚等参会。

座谈会上，黄文向代表们通报了株
洲市检察院 2020 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及
2021 年工作安排。 与会代表表示，该工
作报告思路清晰， 内容全面有亮点，数
据详实。 同时，结合自身经历和茶陵县
社会实际，就未成年人检察、检察宣传、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公益诉讼等方面积
极建言献策。

黄文对人大代表们长期以来对检
察机关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表示将会

认真研究和落实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意
见，进一步打磨工作报告 ，确保报告质

量，着力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发展。
冯田

株洲市检察院征求人大代表意见

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