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曹正龙）7月 16
日，长沙市芙蓉区政协主席郑明一行前往芙
蓉区检察院，就公益诉讼工作进行调研。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均全从强

化履职担当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以
点代面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多措并
举凝聚公益保护共识、当前存在的问题
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几个方面向参会委
员作了详尽汇报。

“检察院对公益诉讼工作看得重、
抓得准 、效果好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座谈会上，郑
明和参会的政协委员对该院的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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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县检察院坚持把文明创
建与检察业务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有力
措施开展各项文明创建活动，使文化的
渗透力和教育的能动力为检察事业发
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实现业务水平
领先，工作实绩显著。

突出文明创建 传递检察新风尚
7 月 16 日，记者走进该院，“崇德尚

法、励志笃行 、忠诚敬业 、务实创新 ”十
二字院训处处可见。 据介绍，该院坚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检察文化
建设，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崇高的思想境
界和法治信仰追求。

今年， 该院坚持抓党建促创建，通
过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和领导干部上
党课，发放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和党章党规等 600 余本，组织专题
考试等方式， 帮助干警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 同时以
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 ， 组织干警到雷
锋、贺龙、段德昌、厂窖惨案纪念馆等红
色教育基地，开展红色实践教育。

截至目前，该院组织干警义务献血
23 人次、 责任包干区全民清扫 290 人
次、文明交通劝导 20余次，开展干警进社
区志愿活动 31次，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宣传活动 16 次，开展了“慈善一日
捐 ”、贫困帮扶 、防汛救灾 、疫情防控活
动等公益活动 ， 全院干警累计捐款 44
万余元。

“此区域禁止吸烟”“请节约用水”
“记得随手关灯”“夏季空调不能调低于

26 度”“光盘行动”等标语在办公楼处处
可见。 该院还制定了干警网络文明实施
方案，“线上线下”抓好文明建设。 院检
务督查室督促落实到位，实现了内外环
境优美，环保工作达标。

突出文化涵养 坚持司法为民
该院将南县本土文化元素建设融

入办公楼检察文化走廊，让“墙壁文化”
于润物无声中达到“劝学”“促学”目的。
10 余万元新建了读书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 、院史荣誉室 、健身瑜伽室等功能区
域，完善了党员活动室、篮球场，解决了
干警精神文化生活缺位的问题。

今年起 ，该院工会定期开展 “南检
读书周”等文化活动，积极组织篮球、拔
河、绿色健步走等体育活动。 营造和谐、
健康 、活力的检察文化环境 ，培育一支
理性、平和、文明的检察队伍。

文明创建工作离不开执法办案这

个着力点。 “感谢检察院为我主持正义，
还原事实真相，维护了我的合法权益。 ”
今年 3 月 ，当事人何某激动地说 ，并将
印有 “人民好公仆 ”的锦旗送至该院民
事行政检察部门。 原来，该院在办理何
某申诉的民事执行系列案中，通过调取
法院卷宗等相关材料，对原审判决存在
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况，向法院发出
再审检察建议，最终为何某免除不应承
担的债务 155 万余元。

该院设置了远程接访系统，实现了
上级检察机关与基层院、来访群众之间
的无缝衔接 ； 开通了网上检察服务大
厅，集法律咨询、案件信息查询、律师预
约等服务实现网上受理、 网上办结 ；建
成 “12309”检 察 服 务 大 厅 ，群 众 只 需
到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控告 、 申诉 、
国家赔偿 、法律咨询 、案件信息查询等
具体业务，享受更加高效便捷的检察服
务。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黄驰宇
林惠玲 ）“家里的墙渗水 ”“家里还在烧
柴火煮饭”“家里有病人” ……日前，长
沙市望城区检察院的干警纷纷认领辖
区居民写下的“微心愿”小卡片。

该院各支部党员开始在辖区认领
区微心愿平台上的群众“微心愿”，制作
了一对一认领清单，在规定期限内各尽
其能地帮助居民实现愿望。

“我因为残疾的原因 ，现在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了 ，也没有工作 ，要不是检
察院的同志们帮着忙前忙后，我真是不
知道该怎么办。 ”家住旺旺路社区的居

民余老汉说。 余老汉今年 58 岁，多年前
因工致残，后因劳动纠纷而导致费用无
人负责，一时难以为继。 余老汉在“微心
愿”墙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我们在努力取证、调查中，会通过
合法途径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希望能达
到一个好的结果。 如果生活上还有什么
困难，就向我们的干警提出来！ ”来给余
老汉送物资、助力完成“微心愿”的该院
办公室主任曹辉说。

像余老汉一样受益于“微心愿”的居民
并非少数,家住望城区桥驿镇沙田村的周大
嫂也是其中之一。 “家里灶屋现在还是土砖
房，一到下雨天就漏水。 ”周大嫂是当地一

名贫困户，丈夫已去世，子女也没有工作能
力。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宫平在得知情况
后，立即认领了该微心愿，自掏腰包，组织当
地村民一起为周大嫂修缮了灶屋。 “感谢检
察院的干部们，不仅帮我修补了房子，还帮
我重新装修了一遍， 现在都不用烧柴火做
饭烧水了。 ”

截至目前，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已经认领了 38 个心愿 ，29 个心愿已经
得到解决，不能够及时解决的也已反馈
给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我为群众办实
事不是口号 ，要时刻力行 ，时刻把群众
急难愁盼的事情放在心上，以实际行动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宫平说。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袁洁 ）
“检察官同志你们辛苦了， 这几个月为
了帮助我们家解决困难而忙前忙后，今
天来给你们送锦旗，表达我们一家人的
感激之情! ” 7 月 19 日一大早，家住怀
化市洪江区的桂某一行 2 人，将一面印
有“人民好公仆，一心为人民”的锦旗送
到鹤城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邱孟洁及干警唐立珊手上。

据悉，2019 年 4 月， 陈某驾驶电动
摩托车撞伤行人桂某，造成桂某重伤一
级，经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作出交通事
故认定，陈某负全责。 因陈某家庭情况特
殊，无法承担起桂某的经济赔偿。 两年来，
桂某亲属通过走司法程序索要赔偿金
未果，多次向县、市、省三级上访。

自今年 5 月 24 日起 ， 该院先后 7
次组织肇事方陈某、受害方亲属等就赔
偿事宜进行沟通和协商，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一致，肇事方陈某愿意赔偿受害方
桂某 37 万元，于 7 月 13 日签订调解协
议书，2 年多的信访案在 45 天内终于成
功得到了化解。 该院还为桂某申请了司
法救助金 3 万元，并对调解协议书进行
了司法确认。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及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该院认真梳理涉法涉诉
信访案件 ，截至目前 ，共有效化解涉法
涉诉信访积案 23 件。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肖俊 ）
“自己一时糊涂贪小便宜， 偷了 3 箱牛
奶，触犯了法律，真的很后悔，以后一定
遵纪守法 ，好好做人 ，感谢检察院给我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得知自己不会
被起诉，张某长舒了一口气。

7 月 19 日上午，在 3 位人民监督员
的监督见证下，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举
行不起诉案件公开宣告会，现场对 9 名
符合法定条件的嫌疑人宣布不起诉决
定并进行现场训诫。

今年 5 月，张某先后 3 次偷走郝先
生 3 箱益生菌牛奶， 鉴定价值总计 75
元 ，因害怕自己的盗窃行为暴露 ，张某
便将之前藏匿在草丛中的 1 箱牛奶放
回原处， 离开时被郝先生抓获并报警。
到案后， 张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 ，认罪认罚 ，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并
取得其谅解。

据了解，此次宣告的 9 名被不起诉
人，涉嫌的犯罪以盗窃、危险驾驶为主，
案发后 ，大都具有主动投案 、如实交代
犯罪事实 、认罪认罚 、积极赔偿被害人
损失并取得谅解等情节。 该院根据情节
以及嫌疑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
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到场的人民监督员表示，第一次参
加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公开宣告会，
感受到近年来检察机关的工作作风、方
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既彰显了法律的尺
度，也体现了检察的温度。 芦淞区检察院
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奏响文明创建进行曲
弘扬司法主旋律

南县检察院在南县第一中学举行送法进校园活动。

认领小卡片 点亮“微心愿”

长沙芙蓉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获点赞

2年多的信访案
45天内化解

“感谢检察院给我改过
自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