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慧）4 月 28 日，
长沙市芙蓉区委书记周春晖深入芙蓉
区检察院调研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他强
调， 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优质高效办好各项民
生实事，回应群众关切，真正把为民服务
落实到检察工作中。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用心用情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奋
力打造现代化新长沙建设的标杆区提供
坚强保障。

在芙蓉区检察院，周春晖走进“芙蓉
花蕾”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检察服务大
厅等功能区域，详细听取了党组书记、检
察长王均全关于现阶段检察队伍教育整

顿开展情况汇报。
周春晖表示，要推动查纠全面覆盖、

整改彻底到位, 把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
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动力，主动抓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优化区域
营商环境，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
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周春晖调研区检察院教育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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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上线
助力“民行检察”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彭锐 周
玮师）4 月 27 日， 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
召开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聘任仪式，聘
请各行业专家为该院的民事行政检察
工作献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撑。

“检察机关民事 、行政专业人才相
对刑事部门较为匮乏， 希望各位专家、
教授把开福检察工作当作共同的事业，
形成内外合力，形成新的飞跃。 ”党组书
记、检察长杨赞向专家颁发了聘书。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郑凯宣读了
《关于聘请肖海军等七位专家为民事 、
行政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第
四检察部主任彭玲介绍了检察机关民
事行政职能 ，解读了 《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检察院民事、行政专家咨询委员会工
作办法（试行）》。 根据该办法规定，委员
主要通过专家论证会 、参与听证 、列席
检察委员会 、个别咨询 、合作理论研究
等方式参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据悉 ，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 ，是开
福区检察院贯彻落实最高检关于“智慧
借助 ”理念的重要举措 ，通过不定期召
开专家咨询论证会的方式，充分利用专
家资源 ，听取各行业的专业意见 ，共同
解决民事检察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进一步提高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
质效和精准度。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吴海）“现
在公路办好了手续，沿线也按照生态修
复方案种好了树， 村民们都安心了，这
份检察建议书发得好。 ”近日，在补植复
绿验收现场，安化县马路镇澄坪村的邓
支书激动地对检察官杨朝晖说道。

邓支书口中沉甸甸的 “安心” 两个
字，源于安化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

今年 1 月，该院干警在履职中发现，
马路镇澄坪村的两位村民在未办理使
用林地手续的情况下，于 2020 年 6 月至
7 月非法开挖林地修建公路， 占用公益
林面积 14.1 亩，造成森林资源破坏。 虽
然两位村民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已经
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但县林业局一
直未采取有效措施对被破坏的林地进
行恢复。

经现场调查核实 ，2021 年 1 月 19
日，安化县检察院向县林业局发出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
职，恢复被破坏的森林资源。

检察建议发出后， 检察官与县林业
局专家在勘查现场时，澄坪村的老百姓
们向检察官倾诉了这条“违法公路”背后
的辛酸 ：“这条路是我们每家每户集资
1000 块钱修起来的，从老鸦冲到大旺村
的公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通，给村民们
的出行及物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遇到老人、小孩突发疾病，救护车都进不
来，更别提发展经济发家致富了，希望政
府能帮我们想想办法保留这条路。 ”

澄坪村林业资源十分丰富， 涉案道
路对于促进该村林业经济发展、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
简单地要求恢复林地原状，明显与公益
诉讼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初

衷相背离。
“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就案办案，我们

应该切实把百姓的关心关切考虑进来，
最佳的解决途径是引导村民在补办好林
地使用手续的前提下， 对道路两侧做好
补植复绿工作。”经办案组讨论确定办案
思路后， 检察官召集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及村民代表，在澄坪村委以“圆桌会议”
的形式就涉案道路能否以 “林区运输道
路”补办到林地使用手续展开讨论，县林
业局对照审批条件逐项核查后认为符合
条件， 向村委详细交代了办理手续需要
准备的材料。

2 月 26 日，安化县林业局收到澄坪
村申请后核发了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
书》。 3 月 31 日，检察官再次来到这条公
路时，两侧已经种上了楠树苗和杉树苗。

至此，这条让百姓忧心忧虑的“违法
公路”成了一条便民之路。

“违法公路”成了便民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王丹

“都怪我贪图小利，给了犯罪分子利
用之机，感谢检察官们耐心教育我，给我
从轻处罚的机会，我一定会积极改过，绝
不再犯。 ”刘某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这是近日发生在资兴市检察院听证室里
的一幕。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犯罪嫌疑
人刘某明知信用卡不得转借 、 出租 、出
售， 还连续 5 次有偿提供自己的 3 张银
行卡给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 用于转移
网络犯罪资金 ，共获利 1100 余元 ，公安
机关查实犯罪团伙利用其提供的银行卡
共转移资金 40 余万元，其中 9 笔为电信
诈骗资金， 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
了帮助，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287条之二
的规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月 27 日，资兴市检察院就上述案
件的处理召开公开听证会，由人大代表，
社区干部担任听证员， 犯罪嫌疑人刘某
及其辩护律师、 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人员
到场参加，人民监督员现场进行监督。资
兴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李雨林主
持会议。

听证过程中， 案件承办检察官介绍
了案件情况和需要听证的问题， 当事人
及其律师和侦查人员分别说明了情况 ，
听证员休会进行了讨论， 派代表发表了
意见。 犯罪嫌疑人刘某在最后陈述中痛
哭流涕，真诚悔罪。检察机关在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后， 结合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
较轻，积极退赃，悔罪表现明显，有坦白、
认罪认罚等从宽处罚情节， 听证会上当
场宣布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听证会作出不起诉

实时普法 精准释法

近日，湖南省检察机关严格贯
彻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
任制，要把普法工作融入检察办案
的全过程、各环节。关注重点人群、
重点领域，丰富普法手段 ，引导广
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让
法治的阳光照亮百姓心田。

近日，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组织检察官来到浏阳河街道福元路
社区，开展送法进社区之“检护民生，‘典’亮生活”主题普法活动。

通讯员 周玮师

近日， 涟源市检察院到六亩塘镇芦茅塘社区
以屋场会形式，召集社区家长、学生及辖区教师，
围绕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 开展一场
别开生面的法治宣讲。 通讯员 龙海婕

4 月 27 日，桑植县检察院在瑞塔铺镇新村坪小
学，开展“情暖童心 检护明天”为主题的“法治进校
园”活动。 通讯员 宋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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