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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周梓怡

6 月 7 日上午，涟源市检察院联合市
禁捕工作领导小组、 市畜牧水产事务中
心和湖泉镇人民政府在涟水河流域投放

109 万尾鱼苗。
该院党组成员 、 副检察长龙雄辉表

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幸福指数，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
检察机关将会围绕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密切相关的生态环保问题，主动作为，积

极履职 ，有效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用 “检
察蓝”保卫“生态蓝”。

下一步，涟源市人民检察院将会继
续强化 “一江一湖四水 ” 专项检察活
动 ， 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提供司法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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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悠悠 通讯员 李永勇

“感谢检察机关帮我追回了社保 6
万多元。特送上一束鲜花表示我的心意，
满天星代表执法如山， 向日葵代表匡扶
正义，雏菊代表廉明为民 ，康乃馨和百
合代表治愈了我受伤的心灵 。 ”6 月 7
日 ，申请人刘某来到长沙市芙蓉区人
民检察院 ，向第四检察部送上了鲜花和
锦旗。

事情源于一项行政非诉执行纠纷 。
2013 至 2017 年，刘某在湖南某大酒店打
工，但酒店一直未给刘某缴纳社保，刘某
遂向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请求
行政处理。 2017 年 4 月 11 日，该局对酒
店做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其申报、
缴纳社会保险费 38125.38 元及滞纳金 。
同日，该局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
酒店罚款 15000 元。 酒店不服上述《行政
处罚决定书》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驳回
了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018

年 1 月 5 日，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就上述 《行政处理决定书》《行政处
罚决定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也
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 但却一
直未执行到位。 2020 年 11 月 2 日，刘某
遂向芙蓉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芙蓉区检察院受理后， 承办人通过
调取查阅相关单位行政案卷、 询问刘某
等相关案件当事人， 查明因司法机关改
革实行审执分离，原行政庭(非诉执行局)
撤销后成立综合庭， 仅负责对非诉执行
案件的审查，不负责执行。长沙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需再次向法院提出执行
申请。但该局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后，法
院因行政机关逾期申请而未予受理。 检
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 该案执行逾期申
请非行政机关原因所致，法院应当受理。

今年 1 月 19 日，该院遂向芙蓉区法
院提出检察建议， 建议对方执行立案并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法院收到检察建议
后高度重视，于 2 月 5 日执行立案。在执
行过程中， 因考虑到酒店在疫情期间的

经营情况有所下滑，检察机关经多次组
织芙蓉区人民法院 、长沙市人力资源
和社 会 保 障局 、酒 店 、刘 某 进 行 多 方
沟通， 最终确定由酒店补缴对刘某所欠
缴社会保险费的同时， 建议人社部门向
法院撤回对酒店的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
申请。

5 月 11 日，酒店向长沙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补缴了刘某的社会保险费
及滞纳金共计 63734.17 元，同时，长沙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法院撤回了行
政处罚的强制执行申请， 至此长达 4 年
的争议得到圆满解决。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
职能， 监督法院依法启动执行程序的同
时， 积极督促行政相对人补缴欠缴的社
保费及相关费用， 并建议行政机关向法
院撤回对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的申请 ，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切实保障了劳动
者合法权益，也减轻了企业负担，从而实
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社会效果。 ”该院
副检察长谢丽梅这样说。

“我要送花给你，检察官”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李琳

近日 ，龙山县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
来到里耶镇杨家溪村，
将 5 万元司法救助金
交到朱某某的手里，再
三宽慰并叮嘱朱某某
尽快走出心灵阴霾 ，重
拾对生活的信心。 不善
言辞的朱某某对检察
机关的司法救助连连
点头表示感谢 ，并真诚
地送上锦旗。

父母相继离世
智残少年遭重创

司法救助申请人
朱某某是龙山县里耶
镇杨家溪村的村民，今
年 20 岁 ， 为二级智力
残疾 ，无劳动能力 ，且属于建档
立卡贫困户及散居五保户。

朱某某幼时，其母亲离开人
世， 留下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
2015 年 3 月 27 日， 朱某某因被
吴某某、田某某怀疑其盗窃两人
偷来的香烟 ，被吴某某 、田某某
殴打致重伤二级 ，2 名被告人被
判处有期徒刑，但由于被告人赔
偿能力有限 ，除医药费外 ，没有
作出其他任何赔偿。

祸不单行，2016 年， 朱某某
的父亲因病不幸离世，这对朱某
某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化“被动申请”为“主动救助”
龙山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检察官了解到原刑事案件事实
和朱某某家庭基本情况后，立即
进村入户，实地走访调查 。 通过
走访该村村委会干部、结对帮扶
干部及朱某某的协议监护人 ，调
取朱某某的户籍信息、 贫困户 、
散居五保户相关资料，核实了朱
某某的家庭基本情况、生活现状
及民事赔偿情况。

考虑到朱某某的贫困程度
及基层院救助资金有限，龙山县
检察院迅速启动了省 、州 、县三
级检察院联合司法救助程序，化
“被动申请”为“主动救助”。 该院
党组书记 、 检察长蒋巍着手调
度 ，加快案件审查进度 ，专职委
员何强清多次前往省检察院、州
检察院汇报相关工作、报送相关
材料。 最终，省、州、县三级检察
院决定向朱某某一次性救助人
民币 5 万元。

2020 年以来，龙山县检察院
立足检察职能，将国家司法救助
作为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大局的
重要举措，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纳
入国家司法救助优先办理、快速
办理的重点救助范围，并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 ， 采取措施积极救
助 ，努力做到 “应救尽救 ”，共办
理司法救助案件 5 件 5 人 ，共计
发放救助资金 11.9 万元。

送法进校园
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检察院以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为民办实事为契机，持
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让未成年人
进一步认识学法、守法、懂法的重要性，
从而提升正确应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的能力，为构建平安校园打
下坚实的基础。 图为该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杨海超以 “勤奋 、守法 、保护 、
责任”4 个词， 为剑桥实验学校上法治
教育课。 此活动中，共发放各种宣传材
料 2000 余份，受教育学生达 600 余人。

通讯员 唐丽淑 黄子健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梁玉婷

近日 ，花垣县检察院就梁泽燮等 3
座烈士墓保护不到位一案举行公开听
证会 。听证会由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徐志
君主持 ，邀请该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
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作为听证员，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 烈士墓所在地的
社区主任、烈士家属参加听证 。

今年 4月以来， 花垣县检察院开展了
英烈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在履

职过程中发现， 梁泽燮等 3 位烈士墓墓
地周围及墓冢上杂草丛生， 并且存在墙
体崩裂、碑面文字颜色脱落、通道路面破
损等情形， 影响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
严 、肃穆 、清净的环境和氛围 ，有碍观
瞻，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

在公开听证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分
别就案件办理的经过、 事实认定和证据
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说明， 并向参会
人员展示了多张前期调查取证的现场照
片及音视频。5 名听证员分别就有关问题
向承办检察官进行提问并发表评议意

见， 表示检察机关应当向相关行政职能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当场承诺限期
进行整改，并积极履行监督监管职责，对
花垣县域内的烈士陵墓进行统一规划 、
科学管护，切实守护英烈荣光。

听证会结束后， 一名听证员说：“检
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方式将案件事实公
开，客观理性倾听各方人士意见，以公开
促公正， 我们支持花垣县人民检察院关
注民生， 关心英烈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公益诉讼工作。 ”

检察为民护英烈 公开听证促履职

■ 我为群众办实事

涟源检察：用“检察蓝”保卫“生态蓝”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