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检察之名 护英烈荣光
郴州市检察机关始终将红色资源保护作为公益诉讼领域重点工作，2020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核查红色资源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67 件，立案
45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42 份，磋商结案 3 件，到期整改率 100%。 图为 2022
年 1 月 12 日，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运湘、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检
察长杨建魁、郴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肖功员来到永兴县油麻乡，就黄
庭芳烈士墓行政公益诉讼案办理情况开展“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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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古丈检察多向联动齐发力
为农民工解忧护薪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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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尚萌）近日，靖州
县公安局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协同作战，
查处 2022 年当地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件。

1 月 8 日凌晨 5 时许，县农业农村
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甘棠镇溪口村
河边查获 1 名非法捕捞水产品嫌疑人，
缴获渔获物 3.55 公斤和 30 米长的 3
层刺网 1 套。

1 月 11 日， 县农业农村局将案件
移交至公安机关。 面对民警的讯问，嫌
疑人李某称听说过村干部宣传禁捕的
政策，为规避追责，他借着夜色的掩护，晚
上放网凌晨收网进行捕捞。 当日凌晨，
李某收网时，被执法人员当场查获。

目前，嫌疑人李某被靖州公安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 ，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子旋）1 月 13 日上
午， 岳阳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各县市区直
机关工委到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观摩党
建工作。活动由岳阳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李桂
华带队，市直机关工委班子成员及相关部室
负责人，各县市区直机关工委书记，市直
单位部分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约 40 余
人参加。 岳阳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简龙
湘，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谭颖参加。

在讲解员带领下， 一行人依次参观
了院史陈列馆、文化长廊、干警才艺展示
馆和图书馆， 对中院全面推进法院文化
建设进行了深入了解。 随后，参会人员走
进全市基层党建示范单位政治部党支部
的活动室。 入党誓词和组织工作要求上
墙， 支部日常学习台账和经验材料整齐
摆放， 荣誉奖牌和党员积分管理明细醒
目陈列。 参会人员还观看了支部的党建

宣传片。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 岳阳中院作了

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发言。 近年来，该
院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审判执行工作职
能 ，按照 “抓党建 、带队伍 、促审判 、创一
流”的工作思路，定期组织开展联点村镇
送温暖的主题党日、主题青年读书会、全
市法院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和红色革命基
地教育培训等活动。 在党史学习教育期
间，每个党支部轮流出办电子黑板报，在
微信工作群推出 “党史天天学”“每日一
习话”栏目，常态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打造党史学习教
育的“流动阵地”。 该院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经验被最高法《法院队伍建设》、“学习
强国”等媒体或平台推介，荣获全国法院
党建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被评为全国法
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优秀奖。

现场取经促党建工作再提升
岳阳各县市区直机关工委到岳阳中院观摩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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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古丈县人民检察院切实将
保障农民工权益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重点内容 ，刑事检察 、民事检
察、行政检察职能多向联动 ，把打击欠薪
犯罪与追讨欠薪工作同步推进落实，构建
综合保护体系，为农民工解忧护薪筑就坚
实的检察后盾。

出重拳 依法打击恶意欠薪
2021 年 9 月，该院受理了一起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立即组织办案经验丰富的
检察官对案件进行认真审查。经依法审查
查明，被告人张某建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
付 27 名劳动者报酬 17.8020 万元。数额较
大，经县劳动保障监察局与县公安局责令
支付仍不支付，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审查起诉期间，承办检察官多次向
被告人张某建释法说理，从法理与情理等
方面引导其认识行为的违法性和错误性，
被告人张某建自愿认罪认罚 。 经多方协
调，涉及该案工程项目的另一家公司同意
代被告人张某建清偿 12 万余元的欠薪。

同年 12 月 24 日，法院对该案作出一
审判决。 被告人张某建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恶意欠薪行为严重损害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检察机关要扎实履行刑事检察职
能，让刑罚的震慑作用发挥出来 ，为根治
欠薪现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该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表示。

伸援手 对农民工讨薪支持起诉
2021 年 3 月至 4 月，有多名农民工来

到古丈县检察院寻求帮助，他们向检察官
反映了工资被拖欠且多次催要未果的情
况，想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帮助讨薪。

在掌握线索后，该院第二检察部检察
官立即深入多个乡镇联系 14 名被拖欠工

资的农民工 ，细致了解诉求 ，全面梳理案
情。 考虑到部分当事人存在取证困难的情
况，该院积极协助调查取证 ，核实案件关
键证据。 后依据当事人申请，该院对 14 起
追讨欠薪案件作出支持起诉的决定。

2021 年 8 月， 在案件庭前调解阶段，
承办检察官根据案件情况对当事人释法
说理，并督促被告尽快将所欠工资支付给
农民工，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同
年 9 月 ，13 万余元的被拖欠工资支付到
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去年至今，古丈县检察院共受理追讨
欠薪的支持起诉案件 34 件， 涉及农民工
34 人，追回欠薪 26 万余元。

强治理 检察建议助推社会和谐发展
为达到 “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 ”的效

果，在办理讨薪系列案件时，古丈县检察
院认真开展行政检察监督、民事检察监督
工作，就相关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促进行
政权与司法权依法行使，织密农民工权益
的法治保护网。

该院在办理个案中，积极开展类案监
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工程建设单位在合
同拟定 、审查 、农民工工资专项拨付适用
和监管单位对支付劳动者工资事项保障
监察职责等问题， 该院向工程建设单位、
监管单位送达检察建议书，得到了相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与回复落实，提升了规范执
法水平。 对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理中出现的
程序性问题 ，提出检察建议 ，促进涉农民
工讨薪案件的优质高效办理。

同时，该院还注重营造保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的法治氛围。 在劳动节、春节等节
点，在乡镇、集市、社区等地开展普法活动
20 余次，选取真实案例，重点解读农民工
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让广大农民工知法
懂法，让依法维权的意识在他们心中生根
发芽 。 充分利用与企业的常态化联系机
制， 引导企业在劳务用工方面知法守法，
努力实现劳动者用工保护与企业健康发
展的“双赢多赢共赢”局面。

靖州公安查处今年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一行人参观政治部党支部活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