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
悠悠 通讯员 董维娜）1 月 22 日，益阳市赫山区检察
院召开 2021 年度工作务虚会，回顾总结 2020 年工
作，展望谋划 2021 年工作。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贾浩，班子成员及 8 个部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贾浩说，司法体制改革以后，全院干警能迅速
适应新的工作形式与要求， 检察机关整体运行平
稳，按质按量完成了各项检察工作任务，抓好贯彻
落实 2021 年计划和目标。

2021 年， 该院将围绕检察业务考评和检察官
业绩考评来开展工作。重点抓好各项核心业务数据
和提高办案质效， 各分管领导和部室负责人履行
“一岗双责”，团结协作、整体推进。并加强对干警的
日常督促与管理，工作中要绷紧纪律之弦，守住办
案底线。

“全院干警要继承优良传统， 继续发扬担当实
干的工作作风，充分挖掘工作中的亮点特色，力争
让赫山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贾浩说。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汪婕 刘雨薇

2017 年 10 月 18 日凌晨，多名戴白手套的青年
手持管制刀具，冲进了株洲市天元区某 KTV，无视
在场的警车以及 2 位民警， 对 KTV 里的客人进行
了清场，并对 KTV 里的设备进行了打砸……近日，
经天元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
分子胡某稻因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损毁
财物罪 、开设赌场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 、非法拘禁
罪 ，被法院依法判决有期徒刑 16 年 ，并处罚金 11
万元。

“社会大哥”KTV闹事，无视民警强行打砸

事情要从另外几位“大哥”说起。2017 年 10 月，
雷某与人发生矛盾，于是便托人找到了“社会大哥”
朱某。 朱某帮其“摆平”后，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凌
晨 2 点，一行人前往天元区某 KTV。

朱某觉得 KTV 服务不周， 便与工作人员发生
了激烈冲突，结果反被 KTV 工作人员打伤。受伤离
开后，朱某电话联系了胡某稻等人前来报复。 随后
他们纠集了一些人带着管制刀具来到了 KTV，追
砍打砸。

当日凌晨 3 点左右， 公安民警出警赶到了现
场。与此同时，胡某稻等人也赶到了现场，见到有民
警在场，胡某稻让其他人藏起管制刀具，但继续对
KTV 进行打砸，并驱赶 KTV 里的客人。直到凌晨 4
点，公安民警增援赶到现场，胡某稻趁着混乱逃脱
了。 KTV 的经济损失达到了 4.6 万余元。

“起初公安机关认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案，但这些人的行径都很反常。 ”承办
检察官周胜告诉记者，“如果是一般的聚众斗殴、寻
衅滋事，很难在凌晨时分聚集这么多人带着管制刀
具前来，更不会对 KTV 进行清场，并且还统一佩戴
了白手套，所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了。 ”

至此，一个以胡某稻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逐
渐浮出了水面。

以地缘、亲缘为纽带
1986 年出生于渌口区的胡某稻文化水平不

高，长期没有正当职业。 2014 年，胡某稻从广州打
工后返回株洲生活，逐渐结识了胡某、孙某、凌某、
陈某等人，并开始染上赌博、吸毒恶习。胡某稻在与
上述人员结成小团伙之后，渐渐在渌口区有了恶名。

在团伙发展过程中，朱某、张某等人以地缘、亲
缘为纽带加入了胡某稻的犯罪团伙，胡某稻一直处
于领导地位。

据了解，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调查后，胡某
稻领导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所犯下的聚众斗殴、非法
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开设赌场等罪行不
断被查出。

2016 年，王某因在某赌场赌博输光了钱，恰巧
遇到了正在赌场里发放高利贷的胡某稻，于是王某
以每天 300 元的利息，从胡某稻处借走了 10 万元。
后来的几个月里，王某想尽办法还钱，陆陆续续归
还的本金加利息达到了 14 万余元， 但仍欠胡某稻
3 万余元债务。

2017 年 5 月， 胡某稻纠集团伙成员赶来催债。
由于王某拒不还钱，胡某稻便动手打了王某。事后，
胡、王二人双双被警方带走调查。

就在胡、王二人被警方调查的过程中 ，胡某稻
犯罪团伙成员袁某等人找到了王某停在餐厅附近
的小车。 在确认四周无监控之后，袁某等人将王某
的小车砸坏。 经鉴定， 王某的车辆损失达到了 4.7
万余元。

14人被绳之以法
由于胡某稻团伙一案是涉黑涉恶案件，且人员

众多，天元区检察院委派检察官周胜提前介入了该
案，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进行指导。 案件移交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周胜作为主办人，带领办案团
队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证据收集以及固
定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审查，并及时将发现的问
题与公安机关对接。 周胜出色地完成了出庭指控，
胡某稻等 14 人被绳之以法。

据悉，自 2018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天元区检察院共受理涉黑涉恶审查起诉案件 21 件
81 人，其中，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11 件 34 人。一审
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5 人， 判处 5 年以上有期
徒刑 10 人。

去年湖南公益诉讼检察领域立案 8125 件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刘士琳 ）1
月 21 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举
行“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湖
南检察在行动”新闻发布会。 省
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刘
清生以 “五个聚焦” 为主要内
容， 向新闻媒体介绍了湖南检
察机关在 2020 年开展公益诉
讼检察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工作情况和成效、经验。 多家

中央、省级媒体参加。
刘清生介绍，过去的一年 ，

全省检察机关始终聚焦生态环
保、 食药品安全、 国有财产保
护、英雄烈士权益保护、全面守
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方
面， 注重加强与各行政机关联
动共治， 在各个领域先后开展
专项行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检察共立案 8125 件 ，办理诉前

程序案件 6410 件，提起公益诉
讼 341 件 ， 支持起诉 15 件，人
民法院审结 274 件 ， 检察机关
诉讼请求均得到支持。 9 个案件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权威
机构评为典型案例、 精品案例
和优秀案件，3 件检察建议和 1
个案例入选全省十大检察建
议、十大典型案例。

刘清生表示，新的一年，全
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委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心、人
民群众关注、 社会舆论关切的
突出问题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
能， 进一步提升公益诉讼办案
专业化水平， 全面守护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 在践行新发展理
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彰显检
察担当 ，为实施 “三高四新 ”战
略、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检

察力量。
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

任姚红、 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
标准处处长贾建旺、 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曾湘芝分
别就记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回答。 会议同时邀请到湖南
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法
人代表兼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
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秘
书长孙成出席。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吕
亮）1 月 22 日上午， 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举行 “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携手守护祖国明天”
新闻发布会，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印
仕柏发布新闻，多家媒体参加。

2020 年，全省各地通过强制报
告发现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
件共 33 件，有 6 件 6 人被予以治安
处罚， 其他 27 件 29 人均被刑事立
案或者已经作出刑事判决。同时，全
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部分责任
人因未及时报告导致矛盾激化或危
险扩大的情形， 向主管机关发送检
察建议或者移送监察委， 共发送检
察建议 3 份， 建议移送监察委调查
1 件， 有 3 名责任人员被追究纪律
责任，2 名被追究刑事责任。

印仕柏指出， 建立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形成具有源
头预防、及时发现、高效应急、依法
惩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对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
重要意义。在今后工作中，湖南省检
察机关将继续与相关单位密切协作
配合，进一步加大惩治、预防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的力度， 未守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做出应有贡献。

省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孙意国
主持新闻发布会， 省检察院第九检
察部主任刘志红、 副主任龙小素答
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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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套“社会大哥”被提起公诉

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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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务虚会很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