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谭若芝遗失桃江县人民法院开

据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
张， 编码为:378780433X， 金额 6900
元。 声明作废。

宁乡县福九芝大药房遗失药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 DB7317510，
有效期至 2022 年 7 月 16 日，声明作
废。

常宁市地方储备粮收储有限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482098608777A）遗失银行预留
印鉴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 （吴传忠
印）、 左爱平私章、 邓小芳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袁冯树设备安装施工员证，
编号 43181030002117，声明作废。

岳阳市天大物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602745929877F， 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永顺县民赢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不慎遗失湖南永顺农村商业银
行石堤支行领取的现金支票 24 张 ，起
始号码 4020431515270027， 结束号码
402043151527005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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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蔡晓晨 ）近日 ，浏
阳市人民检察院对黎某 、马某 、谢某非
法狩猎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黎某经营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了多种果树，果子成熟后常有野生鸟
类啄食果子 ，为了保护果实 ，黎某想了
好多办法，却见效甚微。 后来，他听说安
装捕鸟网效果好，于是就在果园内架设
捕鸟网拦截鸟类，半年多捕获了野生鸟
类几十只。 黎某在未办理《狩猎证》的情
况下 ，在禁猎区 、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
具捕获野生动物，其行为涉嫌非法狩猎

罪，由浏阳市森林公安局移送浏阳市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无独有偶 ，马某 、谢某为保护自家
农田不被鸟类啄食，在农田旁架设捕鸟
网分别捕捉了两只 、3 只野生鸟类被公
安机关查获。 经鉴定，两人捕获的鸟类
属于省“三有”保护动物，后移送浏阳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3 人虽在禁猎
区、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非法猎捕野生
动物 ，涉嫌非法狩猎罪 ，但主观恶性不
大，犯罪情节轻微，悔罪认罪态度较好。

黎某 主 动 缴纳 了 生 态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费用 6000 元 ，考虑黎某犯罪起因 、认
罪态度以 及 其生 态 修 复义 务 履 行情
况 ，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马某、谢
某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不大，依
法对两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 同时 ，该
院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要求 ，结
合办案做深做细以案释法工作 ，积极
教育 3 名当事人敬畏法律 、尊重法律 ，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 ，彰显了检察担当 ，传递了司法
温情。

本报讯 （通讯员 罗佳
刘美岑） 为加强学区警务工
作， 进一步提高在校学生的
安全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 ，
结合全县平安建设创建工
作，近日，由芷江侗族自治县
委政法委牵头，芷江公安局、
芷江站派出所、 芷江护铁办
等部门走进芷江三中集中开
展普法宣传和知路、爱路、护
路活动。

活动中，芷江交警以“守
护人生绿灯，不闯法律红灯”
为题， 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
以及真实案例， 向学生们讲
解法律常识和安全防护知
识。 城西派出所民警为加强
学生对法律条款的理解 ，通
过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 ，
教育在校学生远离危险 ，拒
绝校园暴力， 并鼓励学生提
高道德修养，抵御不良思想，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同时， 还就消防安全防范的
重点要求， 深入浅出地讲解
校园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为
全校师生普及了基本的消防
知识。

此外， 芷江站派出所民
警通过向师生宣讲爱路护路
常识、解读宣传展板、开展铁
路安全知识抢答活动等方式， 给全体师
生送上了一堂生动的铁路安全、 爱路护
路宣传课， 播放了铁路护路安全宣传动
漫视频， 并结合结合沿线发生的铁路事
故向师生宣传了违反 《铁路法》《铁路安
全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造成的严
重后果。

“通过这种面对面、零距离的宣传活
动方式，拉近了警民距离，提高了青少年
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自我安全防范能力，
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收
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芷江三中负责人
表示。

通讯员 张维

2021 年以来，株洲市石峰区井龙街
道严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全面落实
各项措施为全域政治、社会和经济建设
等各方面稳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较
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有效维护了
区域的平安稳定。

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井龙街道综治办以平安石峰为总

目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集中宣传
工作，大力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网
格化”管理工作。

在辖区范围内多次开展 “综治民
调”“扫黑除恶”“禁毒”“反电信诈骗”等
内容的宣传活动 ，推广安装 “国家反诈
中心”APP9900 余个， 使平安建设创建
意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 同时 ，充分
依托网格化管理新模式 ，成立了以街
道综治中心为主 ，社区 、村综治中心
为辅的大综治网络 ， 将全街道划分 25
个网格 ， 以最佳工作效率服务人民群
众。

为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和专项整治
工作力度 ， 街道党工委会议通过 了
《2021 年井龙街道禁毒、 反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防范 “双百工程 ”工作方案 》，通
过制作 44 条横幅 、40 余张板报 、1500
余份宣传折页，借助电子显示屏和公共
电视在街道的主要居民小区、学校等人

流量较大的公共场合设置 100 个宣传
点进行宣传。 此外，街道组织各社区和
辖区民警对在册人员逐一进行核查，对
检查问题进行修改， 确保信息真实、准
确统一，并将其录入石峰区社会管理工
作网信息系统。 坚持对在册吸毒人员按
照要求落实帮教措施，对在家的吸毒人
员全部落实帮教 、尿检 ，不断将禁毒宣
传工作多层次、多渠道纵深推进。

深化普法宣传提升矛盾化解水平
结合法律“六进”要求，重点对辖区

内的学生 、企业 、个体商户如健坤职业
学校 、井龙小学 、中车研究所常态化法

治宣传 ，形式新 ，持续时间长 ，覆盖面
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021 年来，井龙司法所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共建共治共享着力
绘好矛盾化解同心圆，建立健全了包含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 7 个调委会、共
计 24 名调解员， 开展培训会 1 次。 今
年，开展排查 20 余次，受理各类民事纠
纷 65 起，调解 65 起，调处成功率 95%，
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拓宽了法治
惠民渠道 ，使群众更直接 、更具体地感
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切实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冬 杨婷）5 月 12
日， 宁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赴
宁乡市检察院集中视察检察工作。 宁乡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湘云，副主任陈德奇、李
纯、张莹、文斌、刘寄华出席活动，各委室
主任、监察和司法委全体成员参加视察。

视察中， 一行人实地察看了宁乡市
检察院法制历史陈列馆 、 院史文化馆、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未成年人检察办
案区等地并召开视察调研座谈会， 听取
了党组书记、 检察长刘文广的检察工作
汇报， 与会人员就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进行了交流。
会上， 王湘云充分肯定了近两年来

宁乡检察工作取得的良好成效，并表示，
宁乡市检察院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 充分践行办精品案
件、育精英人才、建精美机关、创精彩业
绩的“四精”战略，为全面建设工业强市、
幸福宁乡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王湘云强调， 新时代宁乡检察法律
监督工作任重道远， 市检察院要提高站
位、认清形势，时刻保持政治清醒 ，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谋求新的更大发展， 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 2022 年是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 市检察院要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深化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
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及省
委实施意见，着力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
事检察、做实行政检察、做好公益诉讼检
察， 确保法律监督职能焕发出更加强大
的生命力，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在监督中支持 在支持中监督
宁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集中视察检察工作

为保护农作物架设捕鸟网涉嫌非法狩猎
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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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龙街道禁毒宣传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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