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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法院：
普法为礼庆“六一”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紫翎 ）近日 ，澧
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雷中桂一行深
入大堰垱 、梦溪镇两所中学 ，与澧县教
育局联合开展以“防性侵、护花蕾”为主
题的送法进校园活动，提前给孩子们送
去一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

在与同学互动中，刑庭干警围绕预
防未成年人性侵的内容 ， 通过观看视
频 、以案释法等形式 ，使学生了解性骚
扰和性侵害的危害、如何避免其发生以
及遭遇性侵犯后如何逃脱 、 如何处理
等，引导其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并学会
保护自己。 课后，老师同学以及刑庭干
警们纷纷在宣传板上郑重签名。

“对于咱们乡镇中学的孩子来说，
父母大多不在身边 ，对于防性侵 、自我
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正是需要法官们
来补足这些法治教育的空缺，才能防患
于未然。 ”梦溪镇中学校长张建忠对这
次活动连连称赞。

张家界永定区开展“家庭助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为清廉永定建设注入“家”力量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

者 蒋文娟 通讯员 庄晓芦 ）“要做家庭
助廉的践行者、清廉家风的维护者，以好
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 用实际行
动构筑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为清廉
永定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5 月 28 日，张
家界市永定区开展“家庭助廉”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 全区 120 余名正科级单位负
责人家属参加。

为充分发挥家庭助廉作用， 一体推
进不敢腐 、 不能腐 、 不想腐体制机制
落地生根 ，永定区纪委监委把培育清廉
家风、 建设廉洁家庭作为清廉永定建设
的重要内容， 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醒
同向发力。活动当天，通过组织观看警示
教育片 ，以 “思 ”促廉 ；上家庭助廉教育

课 ，以 “教 ”育廉 ；发出家庭助廉倡议以
“书”倡廉等“家庭助廉 ”活动套餐 ，在春
风化雨、 润物无声中引导党员干部家属
树立“家庭助廉 ”意识 ，筑牢家庭反腐倡
廉堤坝。

“一个‘廉’字没有写真，就此毁掉了
我的一生。 ”“因为自己的贪心和侥幸，不
仅毁了自己的前程， 也给家庭带来了毁
灭性的打击。 ”……《背叛的代价》系列警
示教育片中， 各类本地落马官员们悔恨
与泪水交织的讲述， 触动着现场各位贤
内助的心弦。 一堂警示教育课为干部家
属们阐述了家风的由来， 也结合实例深
入解读了各项优良家风的品质特点及不
良家风所带来的危害， 警示大家要做优
良家风示范者、传承者和监督者，为领导

干部树起一道牢固的家庭拒腐防变的高
墙。

永定区纪委监委还为与会家属准备
了一封“家庭助廉 ”倡议书，诚挚地邀请
每一位领导干部家属共建清廉之家，争
做清廉模范。与会家属们纷纷表示，今后
会以实际行动用清风正气守护小家庭的
和谐平安，助力全区清廉大家庭建设。

“作为一名巡察干部的家属，一定要
做到不虚荣、不仗势、不贪财。 同时我也
希望我的爱人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扬正气 、不怕邪 ，有情怀 、多干事 ，守规
矩、知敬畏！ ”活动结束后，永定区委巡察
办主任家属胡晓辉深有感触地说。

“‘家庭助廉 ’是促进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的客观需要， 是领导干部家庭幸福

安宁的重要保障， 是领导干部树立良好
家风的重要途径。 ”永定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彭剑锋表示，作为新
时代的领导干部家属，要知廉倡廉，常吹
清正廉洁的“枕边风”；要防微杜渐，当好
察言观色的“监督员”；要抵御诱惑，守牢
拒腐防变的“安全门”；要珠联璧合，经营
和谐稳定的“大后方”。

下一步， 永定区纪委监委将坚持把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入“三不”一体推进
中，将廉洁从政与廉洁齐家相联结 ，持
续推出一系列 “家庭助廉 ”活动 ，引导
干部家属搭建防腐 “廉 ”盟 ，在全区上
下营造 “树清廉家风 创廉洁家庭 ”的良
好氛围，为“清廉永定 ”建设注入 “家 ”力
量。

检察开放日
共护花蕾成长

5 月 27 日， 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开
展 “携手落实 ‘两法 ’，共护祖国未来 ”检
察开放日活动。 东郡小学老师、学生、家
长等 60 余名代表走进芙蓉区检察院 ，
“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在检
察干警的引导下， 受邀代表参观了检察
服务大厅、“芙蓉花蕾” 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室和一站式办案关爱中心。 芙蓉区检
察院主动作为， 不断加大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力度，呵护祖国“花蕾”，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通讯员 徐艳侠 刘向东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梁妍 李珺） 近
日， 由永兴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某训
涉嫌妨害安全驾驶罪一案在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 该案也是永兴县检察院办理的
首例妨害安全驾驶案。

今年 4 月， 刘某训乘坐从马田镇至
悦来镇的公交车出行。 当车行至马田镇
将军街时， 司机史某停车几分钟让一名
乘客下车购买物品， 刘某训对司机的行
为有意见， 便从后排走到驾驶位找史某

理论，司机史某并未理会。 刘某训不满司
机史某的态度， 便徒手抢夺公交车方向
盘。 所幸史某及时踩住刹车，才未造成严
重后果。 5 月 12 日，永兴县人民检察院
以刘某训妨害安全驾驶罪提起公诉。 虽
然刘某训自动投案，未造成严重后果，且
自愿认罪认罚， 但此种行为对公共安全
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检察官提出了拘
役 4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的量
刑建议。5 月 27 日，永兴县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依法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

量刑建议。
检察官提醒：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 2021

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中新增的一项罪名。 对于此类犯罪行为的定
义更明确，量刑起点更低，只要有 “妨害安
全驾驶”的行为，就有可能入刑。 该法明
确规定： 对行驶中的交通工具的驾驶人
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作装置 ，干
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危及公共
安全的，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王彪 谭华钰）近
日，古丈县检察院对李某申请的国家司法救
助案件进行公开听证。 会议邀请了人民监督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民政局代表、县残
疾人联合会代表等 6人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上， 该院副检察长杨宏景介
绍了公开听证的程序规则， 详细阐述了
案件的基本事实、 审查核实情况和司法
救助的理由与依据。2019 年 7 月，申请人
李某因务工时被马踢倒而受伤， 造成九

级伤残。 之后，李某便将雇主与马主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在判决生效后，因马主无财产
可供执行，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未得到有
效保护。 加之，李某本就靠打零工来维持生
计，受伤后不能再务工，而且李某的妻子是
残疾人，家庭情况本就困难，已花费的治疗
费和诉讼代理费让他们背负了巨额债务，之
后的康复治疗困难重重。

听证员在充分了解情况后， 围绕该
案是否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申请人家庭
的实际困难等问题发表看法， 一致认为

申请人李某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情形 ，
同意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意见及拟救助
金额。 同时，县民政局、县残疾人联合会
等社会救助单位代表也表示将在合法程
序内给予申请人李某最大限度地救助。

“我们在办理该案中，积极推动国家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进行衔接， 为申请
人李某提供了多元化救助方式， 让其能
真切感受到司法温暖和社会关爱， 重燃
生活希望，把未来的日子越过越好。 ”古
丈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宏景表示。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南庭湘餐厅遗失长沙

市天心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核发日期：2017 年
06 月 08 日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301030272283(1-1)，声明作废。

陈文学遗失普通高等学校（湖南电气
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证书 ，电子注册号：
140711201206011172，特此声明。

刘 开 立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305291997100970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妙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 43010210054494 ）一枚，声明作
废。

张怡遗失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
街道万润滨江天著 5 栋 1304 房 (房屋地
址） 购房发票， 号码：00286108， 金额 ：
346172 元(不含税)，声明作废。

湖南裕盛鸿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编号：4305210033677）一枚，声明
作废。

湖南凯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编号：43099910013642）一枚 ，现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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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丈检察：司法救助公开听证 为群众纾困解忧

方向盘也能乱抢？“任性”乘客被判拘役 4个月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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