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禹超群
乔海平）4 月 2 日，溆浦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涉嫌失火罪，被告人江某岳在深子湖
镇白泥村开庭审理。 一张简易方桌用作审
判席、记录席，检察官、法官端庄坐在板
凳上履行出庭公诉和法庭审判职责。

据了解，3 月 3 日，溆浦县森林公安
局以被告人江某岳涉嫌失火罪移送审查
起诉，县检察院检察官审查发现，犯罪嫌
疑人江某岳年过八旬，行动不便，且存在
听力障碍， 为提高诉讼效率， 减少其诉
累，该院对其适用认罪认罚、简易办案程
序，并建议在其居住地开庭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雪梅）近日，古丈
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梅光辉
来到县民族中学， 为 130 余名教职工上
了一堂法治课。

课上，梅光辉介绍了加强师德师风
和校园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预防校园暴力、教
职员工等特殊职责人员侵犯学生权益、
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等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的 5 个方面进行法治
授课，还对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和刑

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作了重点说明，并结
合真实案例进行以案释法和警示教育。

梅光辉认为， 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
为提升新时代教师素质、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首要任务，让校园成为学生安心
读书、快乐生活、健康成长的净土乐园。

据悉，下一步，该院将继续走进断龙
中学、罗依溪九年制学校等学校进行法
治宣讲，以检察力量推进师德师风和校
园安全建设 ， 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
境。

减少诉累上门开庭

检察长为教职工上法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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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成检察工作实效
株洲市检察机关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罗兰 ）4
月 7 日，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流芳园的烈
士陵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在烈士纪念
碑前，株洲市检察院 20 余名党员干警整
齐站立，默哀鞠躬，向先烈寄托哀思。 该
院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
机关党员干警开展 “清明祭英烈 ”活动 ，
更好地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要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教育引导广大检察干警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夯实忠诚
纯洁可靠的思想基础。 ”党组书记、检察
长胡波在为全市 500 余名干警讲授的专
题党课上强调， 只有把党史学习教育同
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各项检察工作结合起
来， 才能真正将教育成效转化成检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此，株洲检察机关迅速行动，掀起

学理论、学党史的热潮。 在检察内网党史
学习教育专栏里， 每周都会更新学习清
单， 把必读理论学习读本安排进每一位
干警的日常工作， 确保全体干警学习内
容全覆盖。 因为外出办案无法参加学习
的干警， 党支部会通过微信及时传达学
习内容，确保干警的线上自学。 “通过全
面系统地学习，干警头脑充实了，工作起
来也会更加有动力。 ”该院机关党委副书
记贺国斌深有感触地说。

除了开展专题党课、 主题征文等活
动，株洲市检察院在微信公众号推出“检
察官读党史小故事”专栏，推动党员干警
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并利用本地红色资
源， 鼓励检察干警前往红色教育基地参

观见学， 丰富的学习形式带来了良好的
效果。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 ， 遵守党的章程 ， 履行党员义务
……” 炎陵县检察院全体干警来到红军
标语博物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铿锵有
力的宣誓声响彻大厅。 除此之外，市检察
院、石峰 、醴陵、攸县等基层院的检察干
警也纷纷走了出去 ，献花篮 、瞻仰雕像 、
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党的历史……左权、
罗荣桓、 李立三等革命先烈的共产主义
信念，深深震撼了每一名干警。 市检察院
办公室、 派驻纪检组支部组织委员万艳
辉说：“我们要时刻铭记先烈们的牺牲和
付出，牢记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
产党员的忠诚担当。 ”

学思践悟，以用促学。 株洲检察机关

通过 9 类 17 项工作举措 ，深入开展 “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依托 12309 检察服
务平台， 努力办好信访件化解、 司法救
助、 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等一系列检察
便民服务；出台 “优化营商环境年 ”活动
方案，促使依法慎重办理涉企案件等 11
条措施落地，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
开展“警民同心、网格走亲”活动，选派 82
名干警，深入基层社区、村镇开展法律政
策宣讲、慰问困难群众等志愿活动，以扎
实有效的工作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本报讯 （通讯员 谭玉芳 陈文斌）
近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和浏阳市人民
检察院应邀与浙江宁波 、金华 、江西萍
乡 4 地 6 家检察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
强宁波舟山港非法出口烟花爆竹综合
治理的检察协作意见》，针对生产监督、
市场监管、运输管理、海关查验、审查起
诉等 10 个重点环节，提出了相关建议。

如针对市场监管环节，协作意见明

确检察机关应督促相关部门持续推进
烟花爆竹经营安全治理，加强烟花爆竹
买卖和流向的信息化追踪；督促相关部
门严查未张贴标识码烟花爆竹流通，严
查销售超标或“三无”烟花爆竹。 此外，
协作意见还建立了联络、会商、协作、通
报等机制，力争做到“办理一案，打击一
片”，提高威慑效果，实现综合治理的安
全目标。

“检察蓝”保护“英烈红”
4 月 1 日，龙山县检察院联合县党史办，对革命烈士曹光法的遗属进行了走

访慰问。 据了解，该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与县党史办、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县民政局等部门沟通联系，建立了公益诉讼英雄烈士保护台账。

通讯员 李秋君

将实事办到群众心里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谭玉芳
赵洁 ）近日 ，浏阳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员额检察官陆美珍 、赵洁等 ，到文家市
镇岩前村开展“四联四访”“我为群众办
实事 ”活动 ，对该院作出的 3 起非法持
有枪支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回访。

2 月底， 浏阳市检察院受理了 3 起
非法持有枪支案件。 后经承办人细致审
查 ，认为犯罪嫌疑人肖某某 、蔺某某等
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
认罪认罚 ，具有从轻处罚情节 ，持有的
“鸟铳”多为家中长辈传承所得，未造成
危害后果 ，肖某某 、蔺某某等人均是残
疾人。 该院对肖某某、蔺某某等人以情
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决定。

通过走访案件当事人，近距离交流
沟通，了解其最近的动态情况以及家里

生产生活情况，倾听当事人的意见和建
议 ，并开展释法说理工作 ，肖某某等人
均表示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和严重性，会珍惜这次给予宽大处理的
机会，承诺遵纪守法，并带头学习、宣传
法律知识。

随后，干警们与辖区派出所民警代
表 、部分村民进行了座谈交流 ，为群众
普及了一些非法持枪 、狩猎 、滥伐林木
等法律知识 ， 宣传了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

今后，该院将推动队伍教育整顿与
“我为群众办实事”紧密结合，并以此为
契机建立案件回访常态化机制，从群众
需求入手 ，从突出问题着眼 ，着力化解
社会矛盾，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确保将实事办到点上 ，办到群众心
里。

打击治理非法出口烟花爆竹
三省四地六家检察机关签署协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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