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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董维娜）近日 ，益
阳市赫山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
通过调取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成功化解
一起提取住房公积金难的问题。

经查 ，黄某芸 、黄某芝与万某 、黄
某莉及第三人黄某 、 曾某娇继承纠
纷一案 ，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调解达
成协议 ， 赫山区人民法院制作了调解
书。 调解书明确被继承人黄某忠的公积

金余额元由万某办理领取等手续。 但益
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内部规定，公积金
的提取需要万某提供公证部门 《公证
书》。 万某依据调解书多次向益阳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申请提取黄某忠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未果，遂向检察院申请法
律监督。

针对上述情况，第四检察部依法履
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责，释法说理，4 月 1

日向益阳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出检察建
议，建议向万某拨付黄某忠住房公积金
账户余额。 次日，益阳市住房公积金中
心书面回复第四检察部，已向万某拨付
黄某忠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民行检察 ，为民而行 ，益阳市赫山
区检察院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
到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努力为人民
办好事、办实事。

□王均全

近年来 ，芙蓉区检察院依托 “芙蓉
花蕾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 ，充分发挥
“四大检察”职能，努力构建未成年人保
护“检察+社工+社区+社会”模式，推动
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大格局。

聚焦制度化 、社会化建设 ，打造全
流程办案模式。 通过对 114 人次涉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总结
出“涉罪未成年人个性化办案”“未成年
被害人心连心关爱 ”“在校未成年人法
治教育”三项制度；与区妇联签署《建立
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
机制实施细则》， 就性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线索共享 、强制报告 、救助帮扶等作
出详实规定，确保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
实 ；与区委政法委 、法院 、公安局 、司法
局、卫健局、教育局、民政局、妇联、省人
民医院加强协调，牵头建立全市首个未
成年人“一站式”办案救助中心，制定签
署工作机制 、协议 6 份 ，完善合作渠道
和工作机制 ；与公安 、法院联合制定实
施办法，统一规范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标准； 大力推动亲职教育，与
区妇联 、教育局 、社会公益性组织共建
“亲职教育周期性课表”巡讲计划，常态
化在社区开展亲职教育培训活动。

聚焦“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构筑全
方位关爱救助体系。 芙蓉区检察院办理
了全省首例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
讼案，与区教育局共同推动校园预防性
侵害 “强制报告 ”“入职查询 ”等制度的
建立、完善和落实；用好支持起诉手段，
依法支持区民政局撤销 1 名犯罪嫌疑
人对子女的监护权，对某幼儿园保育员
邓某涉嫌虐待被看护人案提起公诉，同
时向区法院建议对邓某适用 5 年教育、
保育等相关职业禁止 ；与长沙市 “银杏
树下 ”心理援助中心合作 ，将办理的所
有涉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
庭，纳入心理援助范畴，由社工、心理教
育专家、心理咨询师无偿提供心理咨询
和矫治服务，为未成年被害人及家庭提
供心理援助、 危机干预 50 余次； 对 30
余名“问题”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
经历等进行全面调查，指派专业社工量
身打造帮教方案， 提供就业技能培训，

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聚焦教育预防 ， 唱响主旋律协奏

曲。 芙蓉区检察院联合区教育局、区妇
联、 长沙市陶如家庭成长关爱中心，开
启 “检教妇社 ”模式 ，共同实施 “呵护明
天。 芙蓉区儿童权益保护伞”活动项目，
开展家长讲座 34 场、 培养中小学公益
讲师 100 名。 在全省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就强制报告织密未
成年人保护网作了专题交流。 此外，我
们还以法治副校长主动履职实现法治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由我出任辖区中学
法治副校长，其他院领导和资深检察官
积极参与学校法治建设，通过召开座谈
会、参与平安校园管理及讲授法治课等
方式助力法治校园建设 。 检察官进校
园 ，向百余名教师专题讲授 《关于建立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从强制报告的必要性、主要
内容 、典型案例及意义讲起 ，就报告内
容、如何报告、向谁报告、追责机制等方
面进行了细致解读。

作者系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今
年的活动主题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
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营造庆祝建
党 100 周年良好氛围”。 湖南省检察机关通过张贴
海报、发放法治宣传资料、检察官现场咨询、讲解典
型案例等方式，多形式、分层次、全方位积极宣传国
家安全知识，营造维护国家安全氛围，增强国家安
全意识。

通讯员 徐菁 彭祝成 邓起明 刘悦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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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本报讯 (法制周报· 新
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
悠 通讯员 舒慧) 4 月 13 日 ，
某涉众型经济犯罪案被害人
当天集体相约， 来到长沙市
芙蓉区人民检察院。

“真的是太感谢了!”当事
人激动地连声表示感谢 ，并
将一份写着 “致芙蓉区人民
检察院的感谢信———记 ‘郭
沫杉检察官’点滴之情”的感
谢信和锦旗， 送到承办检察
官手中。 信中对承办检察官
急民之所困， 及时用缜密的
思维、 严谨的法律专业知识
查清犯罪事实， 耐心释法说
理 ，用行动践行 “立检为公 ，
执法为民”表示感谢。

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沙、
衡阳两家投资担保公司实际
控制人。 2012 年 11 月 21 日，
湖南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
立，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在未取
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未获颁发《金融许可
证》的情况下，向不特定群众
融资，经司法会计审计鉴定：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期间， 湖南某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共吸收了 157 名投资人
的 投 资 款 共 计 23,557,991
元，上述资金流向为：支付投
资人 4,445,582.8 元， 暂时无
法 核 实 的 资 金 为
19,112,408.2 元 。 2019 年 12
月 28 日，李某某主动向公安
机关投案。

公安机关移送李某某涉
嫌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经郭沫杉审查后认为，虽
然李某某在长沙设立的湖南
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在未
取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未获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
以洛阳某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某冶金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某物流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需要资金为由， 向不特
定群众融资， 但相关证据证实广州某
物流从未委托其开展融资业务， 该投
资担保公司自成立起无实际经营 ，河
南某冶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已停产，法定代表人尹某某外出避
债。 上述证据均能证实李某某在长沙
开展融资业务的理由均为虚假， 且本
案的资金去向均转入了李某某的私人
账户，属于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
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
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 致使集资款
不能返还，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郭沫杉多次耐心接待该案被害人
群体释法说理， 扭转被害人群体对司
法机关的偏见。 当得知李某某在衡阳
市尚有未被判决的犯罪事实涉及到追
诉漏罪问题， 郭沫杉立即联系当地公
安部门，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后，及时将
案件信息逐级上报至长沙市检察院。

最终，检察机关形成将李某某在两
地涉嫌犯罪的事实分别处理的意见 。
待法院将李某某在芙蓉区涉嫌集资诈
骗罪的事实判决后， 芙蓉区检察院将
迅速与当地公安机关沟通， 将李某某
提押回衡阳以追诉漏罪形式审判。

推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大格局

↑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深入社区街道及衡阳东高
铁站、衡阳火车站，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龙山县检察院在龙凤广场发放宣传手册并进行
现场讲解，号召人民群众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坚决
抵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 理论文苑

民行检察化解行政争议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