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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
的？ 家庭幸福、邻里和睦、夜不闭户……
每一种向往的生活， 都是平安株洲里不
可或缺的色彩。 10 月 12 日，记者走进株
洲市检察院，看他们从一抹检察蓝起笔，
描摹株洲人的美好生活， 以法治底色绘
就平安画卷。

民有所呼 必有所应
上世纪 90 年代起，在攸县境内活跃

着一股地下黑势力，长期欺行霸市，多次
实施持枪斗殴、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
为，违法犯罪区域横跨株洲多个县市区，
被害人多达 30 余人， 涉案金额达 3000
余万元，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严重扰乱当
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2020 年 9 月， 由省扫黑办挂牌督办
的王某明等 30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罪一案， 经株洲市检察院指定
管辖并指导，交由茶陵县检察院查办。 面
对案情涉及面广、 时间跨度长等重重挑
战，检察官依法批捕、起诉 ，并积极推进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30 名被告人全部认
罪认罚。 最终，一审宣判，检察机关认定
的事实、 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被
法院判决认定采纳。

据了解， 株洲市检察机关在打击毒
品犯罪、金融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严重

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上不断发力 ，
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 ， 社会安定有序 。
2021 年以来， 共办理审查逮捕 2918 人，
审查起诉 3399 人， 并对 2890 名适用认
罪认罚制度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提出
量刑建议， 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
98.37%，法院采纳率 98.4%，均居全省第
一，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
治效果。

在办案中监督 在监督中办案
今年以来， 以株洲市检察院为首的

两级检察机关共监督刑事立案 42 件、撤
案 24 件， 纠正违法侦查行为 110 件；审
查起诉追诉漏犯 31 人、漏罪 49 件次。

“案件审查不能像 ‘传菜工 ’一样把
案件简单诉过去， 而是要根据案件事实
和证据情况 ， 深挖细查 ， 让漏罪漏犯
无处遁形 。 ”近日 ，株洲市检察院成功
追诉一起毒品漏罪案件， 承办检察官这
样说。

2018 年初， 该院受理了一起跨省域
特大贩卖、运输毒品案，其中犯罪嫌疑人
许某军并未被批准逮捕。 在审查起诉期
间， 承办检察官敏锐地发现许某军不像
表面上那样无辜：“他很可能也参与了贩
卖、运输毒品。 ”原来，据许某军自己供述
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驾校教练，平日偶
尔帮朋友跑跑腿， 并不知道运的东西是
什么。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运的东西是毒
品吗？ ”带着疑问，承办检察官认真审查
证据， 梳理线索， 顺藤摸瓜挖出了一条
“冰毒”线，挖出了许某军运输、贩卖毒品
的犯罪线索。 经查证，许某军不但运输毒
品 3900 余克， 还有贩卖毒品 2000 克的
犯罪事实。 该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对许
某军提起公诉后， 法院依法判处许某军
死刑，缓期 2 年执行。 今年 6 月，该案二
审宣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推动社会治理 彰显为民情怀
每一起案件的发生， 背后都可能存

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通过办案发
现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实现“办理一案，
教育一片”，这是近年来株洲市检察院深
度融入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 今年 3 月，
株洲市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申诉案
时，通过对涉罪少年心理疏导、被害少年
司法救助， 并对案件相关 8 名未成年人
及其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 ，帮
助未成年人回归正常学习生活。

同时， 该院联合司法局、 妇联等部
门， 采取市县两级检察机关法律援助到
位、心理咨询同步到位措施，落实未成年
人权益特殊、优先保护工作。 如天元区院
依托星星点灯社会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
专业力量，共同开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
救助工作；醴陵市院邀请家庭教育专家、
志愿者， 为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满的未
成年人举行集中帮教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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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 冷水江市检察院干警带
着无人机，再次来到锡矿山。透过无人机
镜头， 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寸草不生的
山体已经生长成为“绿色海洋”。

数年前， 长期无序开采的 “世界锑
都”锡矿山满目疮痍、植被荒芜。 该院紧
跟锡矿山区域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开展锡矿山环境整治专项检察监督。

随着综合治理渐入佳境， 锡矿山百
年污染步步萎缩， 百年老矿焕发出新姿
态。 这是该院“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
行动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 3 年来，该院共
立公益诉讼案件 331 件， 发出检察建议
168 份，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 6
件。 2021 年，该院紧盯生态环境、食品安
全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开展“公益诉讼
守护美好生活” 等联合公益监督活动 6
次，增殖放流 、生态修复活动 3 次 ，为建
设天蓝、地绿、水清美丽冷水江提供了有
力司法保障。

修复生态环境 让居民住得舒适
今年 4 月， 该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

督职责中发现，某镇 13 家养猪场在从事
畜禽养殖活动时，不同程度存在偷排、漏
排、直排养殖粪污水等问题，致使下游的

湴泥水库及周边地区环境污染严重。
6 月， 该院向冷水江市某镇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 ，在
厘清行政机关职能职责的同时， 督促行
政机关对湴泥水库进行综合治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 镇政府组织投入
100 余万元，对湴泥水库的污染进行应急
处置， 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在湴泥水库
放流 10 万元的鱼苗以修复生态。 同时，
与 13 家养殖场 （户 ）签订退出生猪养殖
协议书，实行功能性退养，所有存栏生猪
都已转售转卖、转址存栏后都已清空。 沉
淀池、沼气池、排污沟渠和干粪棚内粪污

基本清理到位，都已资源化利用。

紧盯食品安全 让百姓吃得放心
“由于流动摊贩行业门槛较低，很多

食品摊位都存在卫生状况恶劣、 违规经
营 、逃避监管等问题 ，时刻威胁着在校
学生的食品安全。 ” 案件承办人告诉记
者。

日前，该院发现，某中学周边食品摊
贩未依法经营食品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4 月，该院就对全市范围内的
学校周边流动摊贩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发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卫生条件欠佳、

“三防”设施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从业
人员无健康证明、 原料进货渠道及来源
不明等问题。

5 月 21 日， 该院以办理该中学周边
食品摊贩未依法经营食品的案件为契
机， 就冷水江市学校周边食品安全问题
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部门 、学校、当事
人沟通交流， 并对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 监督其依法履职并及时整改到
位， 让孩子们吃上安全、 健康的放心食
品。

“孩子们吃得放心，我们当家长的才
能安心。 ” 一位家长代表袒露心声。

保护自然资源 让民企行得踏实
在全球新冠疫情依旧严峻和国家经

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该院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 依法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 年初，该院走访发现，某公司非法占
用林地范围内的原有植被已被破坏 、表
土剥离、不具备林业生产条件，社会公共
利益被侵害。

今年 3 月， 在该院向职能单位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后，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
意该公司厂区现址建设冷链物流配送中
心。 随后，该公司积极开展异地植树 80
余亩， 并表示愿意接受行政机关对其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积极主动向行政机
关交纳了 40 多万元的罚款。

一抹“检察蓝”守护“锑都绿”
冷水江市检察院立足人民需求做好公益诉讼工作

以法治底色绘就平安株洲画卷
株洲市检察院挥刑事检察“指挥棒”护一方安澜

冷水江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代检察长带领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开展 2021 年度巡河调研活动。
刘萍 摄

检察官走进校园开展“花季天使”公益宣讲。 罗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