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殖放流护生态
2.5万鱼苗入水中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杨祖强 杨琼玲 ）4 月
8 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联合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管理局 、县人民法院 、县森林
公安局等单位 ，开展 “增殖放
流生态修复活动”。

启动仪式在丹口镇桃林
村举行 。 城步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唐杰表示 ，保护生
态环境既是检察机关服务大
局 、保障民生的着力点 ，更是
责无旁贷的重大政治责任，检
察机关将继续严格履行检察
职能， 全力做好生态环境资
源的守护者 。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城
步检察院青年志愿者协助参
与活动的领导和各界人士，将
2.5 万余尾鱼苗分批次投放到
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和白
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域。 此次
活动购买鱼苗的 5.2 万余元资
金，系该院办理的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涉案当事人
缴纳的生态资源补偿费。

自建立生态司法修复办
案机制以来 ，该院累计办理
各 类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0 件 ， 均 得 到 法 院
判决支持 。 下一步 ，该院将立
足保护长江流域渔业资源 ，服
务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建设 ，
继续做好公益诉讼工作，为守
护城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贡献检察力量 。

盗走患者社保卡
取现5500元被抓获

本报讯 （通讯员 谭玉芳
徐凌峰 ）近日 ，浏阳市检察院
受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
罗某盗取他人社保卡，并取款
5500 元，被公安机关以涉嫌盗
窃罪移送该院审查办理。

3 月 27 日，犯罪嫌疑人罗
某在浏阳市某乡镇卫生院住
院期间，盗取住院患者李某放
置在床铺上的社会保障卡 ,后
罗某持该卡到自动取款机上
利 用 银 行 卡 初 始 密 码 取 款
5500 元 ,转存到自己的银行卡
上，用于消费。 3 月 31 日，李某
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
当日立案 ，犯罪嫌疑人罗某
于立案当日主动投案 ，并退
还受害人李某 5500 元 ，取得
李某谅解 。 目前 ，该案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

检察官提醒：社保卡是与
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物
品 ，在日常使用时 ，一定要注
意妥善保管，不要随意放置在
公共场合。 另外，要及时修改
卡片密码 ， 避免造成财产损
失。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
悠悠 通讯员 谭华钰 周喜美

从检近 25 年，她经历了公益诉讼检察
从无到有的开拓之路， 见证了民事行政检
察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 她默默付出，坚定
前行，不计回报，曾 3 次被湘西州人民检察
院记三等功，多次被县政府嘉奖。 她就是邓
兴蓉，1975 年出生的一名共产党员，现任泸
溪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员额检察官。

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
在大部分检察干警都梦想着在刑事检

察一线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时， 邓兴
蓉毅然接受了院党组的安排， 扎根在了民
事行政检察部门 ，踏踏实实 ，默默无闻 ，一
干就是 15 年。

“不问名利 ，只在意公平正义 ，老老实
实做人，清清白白从检”是她的座右铭。 邓
兴蓉常说，“民事检察工作不论大小， 都必
须态度端正， 因为我们办理的案件都关乎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每当有当事人来找
她“解难 ”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她在耐心倾
听、用心去办理。

2018 年 7 月， 邓兴蓉办理张某申请监
督一案时， 申请人张某称自己无缘无故被
人告到法院，还被判决返还 45999 元，情绪

非常激动。 受理案件后，邓兴蓉多次给申请
人做思想工作， 引导张某采取正确的方式
主张权利。 为查明事实，邓兴蓉辗转贵州凯
里、广东佛山调查取证 ，经过几番曲折 ，查
明案情后， 邓兴蓉立即向法院发出再审检
察建议，法院最终裁定撤销原判决，张某的
权利得到了保障。

当收到当事人张某送来的锦旗时 ，邓
兴蓉腼腆地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

以法律的利剑守护公共利益
2017 年 10 月，省检察院与省环保局组

成联合督查， 发现泸溪县沅江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存在非法排污的现象。 彼时，作为部
门负责人的邓兴蓉，迅速行动，启动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调查程序。

经过调查，她发现，涉嫌排污的 2 家涉
案公司位于辰溪县境内， 但其废水排放口
却在泸溪县沅江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
畴内。 跨地区的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有很多
困难，然而邓兴蓉并没有产生畏难情绪。

在省检察院的调度下， 邓兴蓉主动联
络对接怀化市检察机关， 联合对排污口取
样检验，锁定排放有害废水的关键证据。 在
两地检察机关的督促下，涉案公司被查处，
废水排放设施被查封， 沅江饮用水源地得
到有效地保护。

2019 年 12 月，在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相关领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中， 邓兴
蓉发现某部门在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职责过程中，未全面依法履职，致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处于流失状态。 在调查、询
问、取证后，泸溪县检察院通过制发检察建
议书， 追缴土地出让金共计 6044 万元，切
实挽回了国有财产损失。

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工作与生活
“去年儿子上高三， 家里老人因病住

院，我爱人又在驻村扶贫，家庭的重任全落
到了我一个人的肩上。 说起来也是挺累的，
但工作还是耽误不得。 ”说起那段辛苦的日
子，邓兴蓉还是笑哈哈的。

同事都为她心疼担忧， 经常可以看见
她在安顿好孩子与老人之后， 又回到办公
室加班加点办理案件，一坐就到夜里 11 点
以后……尽管如此， 她没有因为照顾家庭
而耽误工作， 依然保持积极的工作生活态
度。 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邓兴蓉尽心尽力
地完成一张张数据报表的填录、 一份份法
律文书的撰写、一次次案件的办理。

在 25 年的检察工作生涯里，邓兴蓉奉
献青春、挥洒汗水，始终怀揣着一颗赤子之
心， 她用自己坚持正义的行动诠释了检察
官的神圣职责。

不负青春守本心 薪火传承献芳华
———记泸溪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兴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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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誓言守初心
近日，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在

铁路博物馆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活动。 党员身着检察制服，
重温入党誓词，宏亮激昂地宣誓使
心灵得到净化，更增强了为人民服
务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讯员 徐菁 彭祝成

本报讯（通讯员 段旦）近日，经株洲市
芦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提供
信用卡信息罪， 判处薛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以收买信用卡信息
罪，判处潘某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并处罚
金 2 万元；薛某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2020 年 8 月，李某（另案处理）与薛某
商议利用买卖对公账户牟利， 并约定开销
平摊、利润平分。两人通过本人或找他人在
微信朋友圈等平台发布代办贷款的广告形
式， 对外宣称可以利用政府法律政策漏洞
以包装公司的形式向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
额度 30 万元-70 万元不等，且承诺银行可

以百分百放款为幌子， 带人办理对公账户
各种手续。 待开户人在银行成功申请对公
账户后，再以贷款需要走流水为由，截留开
户人的对公账户 U 盾及相关资料，再高价
转卖他人谋取利益。

同年 8 月，薛某、李某与前来办理贷款
的人员武某等 7 人在鄂尔多斯汇合， 商议
办理对公账户相关事宜。后由李某带范某、
刘某去包头市办理对公账户 4 套， 薛某带
董某等人在鄂尔多斯市等多个金融机构办
理对公账户 8 套 。 其中 10 套由李某以
8000 元每套的价格卖给上家“老王”，剩余
2 套由薛某以 8000 元每套的价格与潘某

谈妥，并从鄂尔多斯带至广州交给潘某，潘
某在给付 2000 元路费后借故离开，剩余钱
款未给付薛某。 薛、李两人共非法获利 8.2
万元，薛某实得 4.04 万元。

薛某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 ，
数量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提供信用卡
信息罪；潘某收买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其
行为已构成收买信用卡信息罪， 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检察官提醒： 买卖信用卡或者信用卡信
息，都涉嫌犯罪。 信用卡通常仅限于持卡人本
人使用，外借给他人使用一般是违反使用合同
的，市民切记要妥善管理好个人信用卡。

一张信用卡卖 8000 元“致富之道”让他们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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