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 90人非法捕捞被抓获
1 月 19 日，长沙警方披露，自 2020 年 7 月

以来， 共破获非法捕捞犯罪刑事案件 73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90 人。 长沙警方还决定，从即日
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针对长江流域非法捕
捞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持续打击专项整治行
动，以实际行动全力打好禁渔保卫战，切实维护
全市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 图为长沙警方开展
水上巡逻。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通讯员 刘彬
相关报道详见 02 版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
南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刘士
琳 唐龙海）1 月 19 日，省检
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
全省检察机关十大优秀案件
和十大优秀检察建议。 20 余
家新闻媒体以及部分省人大
代表、 省政协委员、 法学专
家、 省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代
表受邀参加发布会。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
副检察长卢乐云介绍， 本次
优秀案件和优秀检察建议的
评选是以“严守法定程序、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准确、 办案效果良
好”为标准，经过各市州检察
院组织自评、 省检察院各业
务部门初评推荐、 专家评委
投票复评、候选案件公示、省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等程序。

卢乐云表示， 本次评选
和发布优秀案件和优秀检察
建议， 旨在促进检察办案不
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
主、法治 、公平、正义 、安全 、
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
求，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
优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涵
盖了四大检察各方面工作 ，
突出展示了检察机关运用检
察建议，解决社会公益、民生
民利和执法司法公正突出问题 ，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 促进依法行政的
做法和成效， 集中彰显了新时代法
律监督新理念， 对于促进社会治理
具有积极意义。

■相关链接

湖南检察机关
十大优秀案件

案例 1： 监督 57 件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

案例 2：夏顺安等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案例 3：宋某某等人组织 、领导
传销活动案

案例 4：对罪犯医疗权益保障监
督案

案例 5：郝某某涉夫妻共同债务
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系列案

案例 6：方某某与株洲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向国兴行政处罚行政
争议申请监督案

案例 7：岳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岳
阳某养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姚某
某、 周某某养殖污染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

案例 8：唐某梅等人国家司法救
助案

案例 9：刘某某等人贩卖 、运输
毒品案

案例 10：唐某某强奸抗诉案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彭吉露）1 月 19 日上午 ，
省公安厅召开全省高速公路打击涉交
通问题违法犯罪战果通报新闻发布会 ，
向媒体及社会各界通报相关战果及典型
案例。

近年来，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特别
是高速公路交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 、省公安厅党委的决策部署 ，紧紧
围绕 “坚决杜绝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坚
决遏制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的总目标，以
“压事故、保畅通、提能力、严问责”为总要
求，以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为总抓
手，始终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积极会

同公检法机关，对亡人事故和存在严重安
全问题的道路交通事故，依法开展深度调
查及刑事问责，始终保持对涉及高速公路
交通问题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着力
推动解决影响交通安全管理的突出问题。
2020 年，共立案侦办或移交协办涉及交通
类刑事案件 890 起，刑事拘留 321 人，取保
候审 656 人。 其中，立案侦办涉及交通类
刑事案件 751 起 ，刑事拘留 209 人 ，取保
候审 570 人；移交协办涉及交通类刑事案
件 139 起 ，刑事拘留 112 人 ，取保候审 86
人。 通过重拳打击 、铁腕治乱 ，一批长期
“带病行驶”的重点车辆得到集中查处，一
批长期危险驾驶的高危人员受到严惩重

罚 ， 一批交通安全责任不落实的运输企
业、经营管理单位受到法律追究 ，执法监
管震慑效果集中显现，企业主体责任进一
步压实。

下一步，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将继
续坚持以打开路 、以打促防 ，持续推进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持续加强对相
关经营企业违法违规、失职渎职行为的调
查， 严厉打击高速公路违法犯罪行为，全
力以赴控风险、除隐患、防事故，着力提升
人民群众交通出行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和省委 “三高
四新”战略的深入实施创造安全有序的道
路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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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兄弟,12348 帮你讨薪
省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2020 年热线服务 23.6 万通

湖南严打涉交通问题违法犯罪
2020 年侦办协办交通类刑案 890 起 刑拘 321 人

■ 图片新闻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金轶

“您好 ，这里是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
热线，请问您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帮助？ ”
“我是长沙某建筑工地上的水泥工， 我已
经有 3 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就连基本生活
费都停发了，请问我该怎么办？ ”

早半个月前 ， 董师傅致电 12348 热
线，称在长沙市雨花区某建筑工地遭遇讨
薪难，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 12 位工友。 热
线值班律师根据董师傅致电情况，提出了
调解、劳动仲裁、诉讼等依法讨薪建议，同
时提醒其可以申请农民工讨薪的法律援
助绿色通道 ， 并将相关情况通过湖南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管理系统流转给
了雨花区法律援助中心，董师傅最终通过
律师调解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

年终岁末， 我省农民工欠薪案件法律咨

询话务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为了全力保障
农民工和打工者劳有所得， 安度春节， 我省
12348热线全体工作人员畅通依法讨薪热线
维权绿色通道，推动劳动争议高效化解。

2020 年 12 月上旬， 司法部法律援助
中心下发《关于改进 12348 法律服务热线
工作的意见》， 省法律援助中心结合湖南
实际相应出台实施意见，对做好冬季农民
工欠薪案件法律咨询服务进行重点部署，
要求 14 个市州积极做好冬季农民工欠薪
案件法律咨询服务工作，组织全省热线值
班律师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并制作了农民工讨薪常见问题指南，提高
律师解答农民工欠薪法律问题的及时性
和准确性。

当月湖南 12348 热线共接听农民工
讨薪咨询 443 通 1325 人， 全年共接听涉
及农民工讨薪咨询 3435 件 9373 人，其中

提供法律问题咨询 2892 件 7381 人、法律
援助申请指引 489 件 1774 人。

湖南省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由
省市两级共同运营，共设 27 个坐席，面向
公众提供全天 24 小时、 全年无休的公共
法律咨询服务。 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统一
遴选职业 3 年以上的 “全科医生 ”担任坐
席值班律师，不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专题培
训， 提升值班律师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提高解答农民工讨薪法律问题的及时
性和准确性。

据统计，2020 年 12348 热线服务 23.6
万通 ，日均服务 645 通 ，较去年同期分别
增长 68.32%、68.97%。 其中，市州坐席服务
9.3 万通，占总服务量的 39.41%，省级统筹
坐 席 服 务 14.3 万 通 ， 占 总 服 务 量 的
60.59%。 12348 热线全年邀请群众评价
14.11 万次，评价满意率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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