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 扬 法 治 精 神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主管 /主办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 /发行 湖南金鹰报刊社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68��邮发代号 41-73

NO.0004邮政重点推荐报刊 2022年05月31日 今日8版 第04期

零售价 2元 发行方式：邮政发行 印刷：湖南日报印务中心（长沙市望城区黄金西路 989号） 本版编辑 陈佳婧 版式 王诚杰

总编辑 刘正勇 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广告热线：0731-84802118����社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42号新湖南大厦事业楼（410005）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记者 刘
奕湛） 记者 30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中的材料，在
诉讼终结前一律加密保存、不得公开；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后， 被判处 5 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 相关
部门应当主动对自己掌握的未成年人相
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实施办
法全文共计 26 条，涵盖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的定义及范围、封存情形、封存主体及
程序、查询主体及申请条件、提供查询服
务的主体及程序、 解除封存的条件及后

果、保密义务及相关责任等内容。
为使封存内容更全面， 实施办法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
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对涉
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
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录也应当依法封
存。 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涉及未
成年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也要注意
对未成年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同时，实施办法还规定，对所有的案
件材料， 应当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
关规定， 加密处理， 执行严格的保管制
度。除了纸质卷宗、档案材料等实质化封
存外， 特别强调电子数据也应当同步封
存、加密、单独管理，并设置严格的查询

权限。并且，封存的案件材料不得向任何
平台提供或者授权相关平台对接， 不得
授权网络平台通过联网直接查询未成年
人犯罪信息。

刑事诉讼法设立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 有利于涉轻罪的失足未成年人消除
因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 重新回归
社会，也有利于推动社会善治。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负责人
表示，需要强调的是，未成年人身心未完
全成熟，依法应当予以特殊优先保护，但
实践中也要坚持宽严相济， 对罪行较轻
的，着力教育感化挽救；对涉嫌严重犯罪
的，依法批捕起诉，刑期超过五年的，依
法不予封存犯罪记录。

湖南发布突发性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湖南日报 5 月 30 日讯 （全媒体

记者 胡盼盼 奉永成）根据地质灾害
成灾规律和孕灾条件 ， 结合 5 月 30
日短期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
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预警： 自 5
月 30 日 20 时至 31 日 20 时，受降雨
影响，湘东、湘西南、湘南部分区域发
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
警）。

黄色预警区域：长沙市望城区东
部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市 ，株洲市
荷塘区西部、石峰区、攸县东部、炎陵
县南部，湘潭市雨湖区、岳塘区、湘潭
县北部、湘乡市、韶山市西北部，邵阳
市洞口县西部 、绥宁县 、新宁县西南
部、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西部，岳
阳市湘阴县东南部、 平江县北部、汨
罗市南部 ，益阳市桃江县南部 、安化
县东部 ，郴州市苏仙区南部 、宜章县
北部、永兴县东南部、临武县南部、汝
城县北部、桂东县、资兴市，永州市江
永县南部 、蓝山县东南部 、江华瑶族
自治县 ，怀化市会同县东部 、新晃侗
族自治县东部、 芷江侗族自治县、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 通道侗族自治
县、洪江市南部，娄底市娄星区东部、
涟源市东北部等。法院开放日

护蕾正当时
5 月 30 日上午 9 时许 ，张家界

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庸小
学 22 名师生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加 “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儿童权益
犯罪，深入推进‘利剑护蕾’专项行
动”法院开放日活动。图为该院刑事
法官徐姣艳为孩子们讲授保护妇女
儿童权益的法治课。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蒋文娟 通讯员 陶涛 摄影报道

5月，又有 20人被
终身禁驾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邓彪）5 月 30 日 ，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向社会通报 2022 年
5 月 “五大曝光 ”行动相关情况以及
典型交通事故警示案例 。 记者了解
到，5 月， 全省共 20 人被终身禁驾 。
其中，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
的 7 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
犯罪被终身禁驾的 11 人， 还有两人
同时存在以上两种违法行为被终身
禁驾。 （详细名单见本报微信公众号）

5 月，名下车辆产生重点交通违
法较多（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
酒驾醉驾） 的省内公路客运企业有：
麻阳金林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公
路客运车辆产生重点交通违法 10
起，并有 3 起违法未处理。 岳阳县荣
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公路客运
车辆产生重点交通违法 7 起，并有 1
起违法未处理。桃源县翔宇汽车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公路客运车辆产
生重点交通违法 7 起。 新化县中信客
运有限公司名下公路客运车辆产生
重点交通违法 6 起，并有 1 起违法未
处理。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杜
巧巧 通讯员 戴蕾） 记者从长沙公安微
信公号获悉，2022 年度高考、学考、中考
（以下简称“三考”）即将开始。 为妥善解
决全市“三考”学生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
的问题， 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
理支队，针对长沙户籍的 “三考 ”学生 ，
推出相关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便民服务
措施。

即日起至 6 月 20 日期间，凡“三考”
学生都可采取以下方式办理居民身份
证：

一是受理点办理， 考生首次申领证

件的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受理
点办理， 居民身份证遗失、 损坏或到期
的， 到就近的身份证受理点核对指纹后
申请补领、换领；

二是校内集中办，由各初、高中学校
联系辖区公安局， 组织好校内需办理身
份证的参考学生，约定时间，由公安机关
安排民警开展上门服务， 到学校集中办
证；

三是网上全流程办， 考生办理过登
记指纹居民身份证且证件遗失或损坏
的，可以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微信
公众号，网上申请补换领居民身份证。

公安机关自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内制出证件，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所有
考生证件必须办理邮政速递手续， 证件
制出后将在两个工作日内投递到指定地
址， 个别考生无法寄递的在证件受理 3
个工作日后由本人（或委托亲友）前往长
沙市雨花区圭塘路 280 号长沙市公安局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厅身份证
6 号、7 号窗口领证。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参考学生， 要及
时检查已办身份证是否在有效期内，并
妥善保管， 确保考试期间证件能正常使
用。

@长沙考生，你的居民身份证可加急办理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涉未成年人案件材料“应封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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