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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皮
宣文 李鹏 ） 从事传销活
动真是害人害己 。 近日 ，
益阳市赫山区法院对传
销人员唐语邦以非法拘
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经 法 院 审 理 查 明 ：
2021 年 12 月 15 日，被害
人覃某某被人以谈恋爱
的名义骗至益阳市赫山
区龙光桥镇五龙坝村一
传销窝点 ， 后被没收手
机，不准离开。 当日，被告
人唐语邦受上线 “主任”
李某 （真实身份不详）安
排，来到该窝点协助朱某
（真实身份不详 ） 对覃某
某进行管教 ， 以殴打、威
胁形式控制覃某某人身
自由，并逼迫覃某某说出
其手机开机密码和支付
密码后离开。 覃某某被拘

禁在该窝点， 被人监视 ，
接受“培训”洗脑 ，其间被
朱某 、何某 （真实身份不
详 ） 强迫通过手机转账
3.3 万元。

今年 2 月 11 日凌晨，
覃某某从传销窝点逃出
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 不
久 ，被告人唐语邦受李某
安排再次到该传销窝点
查看时 ， 被民警当场抓
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唐语邦伙同他人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 被告人唐语邦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
犯 ， 依法可从轻处罚 ；其
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
处理 。 据此，赫山区法院
作出前述判决。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湘怡）
近日， 益阳市公安局聚焦企业
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 出 台
《益阳市公安机关惠企利民 12
条举措》，真切回应企业关注和
群众需求。

这 12 条举措内容涉及户籍
和出入境管理、涉企行政审批 、
交通管理服务 、 保护企业合法
权益等方面，每一条都是 “含水
量 ”低 、“含金量 ”高的干货 、硬
货， 其中包括企业员工身份证

上门服务、审批服务 “一站式 ”、
部分业务“一次都不跑”、缓解城
区停车难问题、交通违法柔性管
理、加大涉企案件监督和涉企法
治宣传等具体举措 。 在市民服
务中心公安窗口新增出具“无犯
罪记录证明”业务 ，更是针对历
年以来服务窗口的高频咨询事
项专门出台的创新性举措 ，一
经推出，市民直呼很便利。

近年来，益阳市公安局锚定
优化营商环境大格局，立足益阳

市经济发展大局，全力为企业高
质量健康发展打造优质营商环
境。 此次出台《益阳市公安机关
惠企利民 12 条举措》 是益阳市
公安局深度推进 “三高四新”战
略布局的又一重磅举措。 下一
步， 益阳市公安局还将立足市
委、市政府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节点城市总体发展大局，持续创
新推出一系列新举措，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企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杨珏）近日，由安化县检
察院提起诉讼的 3 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在安化县法院合并开庭
审理。 考虑到被告人的特殊性，公益诉讼起诉
人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带有温度的诉求， 首次
尝试在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劳务代偿替代性
修复方式。

今年 5 月 6 日， 谢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移送至安化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谢某某提出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无
力承担涉案生态修复费用。 安化县检察院经
调查核实发现， 被告因身患残疾和多种慢性
疾病，确无经济来源。 “我们办案不应该只是
就案办案， 这个案子如果不考虑被告实际困
难，一味一罚了事，不仅会影响执行效果，还
无法实现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 ”承办该案的
检察官表示。 最终，经上级院批准，安化县检
察院决定诉请法院对谢某某适用劳务代偿替
代性修复方式———以 20 天公益劳务替代修
复生态，由居民委员会负责监督落实。

本案当庭宣判， 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
求得到法院支持。 谢某某当庭保证愿意配合
做好劳务代偿工作，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表

现得很积极啊， 大家都说环境的破坏者竟然
变成守护者了！ ” 居委会向现场回访干警反
映。

本着教育意义大于惩罚目的的原则 ，安
化县检察院首次尝试在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
劳务代偿替代性修复方式， 在避免执行难的
同时，使被告通过以劳代偿，达到对生态环境
功能替代性补偿的目的， 既体现了恢复性司
法理念， 又彰显了司法温度， 真正实现了双
赢、多赢、共赢的良好办案效果。

益阳警方推出 12 条举措惠企利民
一、优化户籍、出入境管理

服务
实行户籍管理便捷服务 ；

实行人才落户配套服务； 实行
出入境业务延伸服务； 实行企
业员工身份证上门服务。

二、 优化涉企行政审批服
务

“一站式 ”审批 、部分业务
“一次都不跑”；新增办理“无犯
罪记录证明”业务。

三、 优化公安交通管理服
务

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 ；实
行交通违法柔性管理。

四、保护合法权益，净化营
商环境

维护企业周边治安环境 ；
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工作机制 ；
加大涉企案件监督和涉企法治
宣传；健全完善“一企一警”制
度。

■相关链接 惠企利民举措

“劳务代偿”修复生态环境
安化首次尝试在公益诉讼案中适用该方式

3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附民公益诉讼案合并开庭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倩云 谭环栋） 为进一步
优化金融环境，护航辖区
内金融秩序平稳发展。 6
月 16 日下午 ， 益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组织召开涉
金融机构案件协调会，强
力推进涉金融机构案件
联动执行协作。 益阳中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正谋出
席，全市两级法院执行部门
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协调会对金融机构
的经营现状、面临的实际
困难以及司法服务需求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对涉金额机构案件执行
中财产处置的难点和堵
点进行了通报，并梳理案
件信息，全力推进法院执
行工作。

会议要求 ，要对有关
涉金额机构执行案件穷
尽所有执行手段，对规避
执行的被执行人果断采
取执行措施。 同时，要运
用更加灵活的执行手段，
创新方式方法加大财产
处置力度。

会议指出 ，要提高认
识，充分认识够护航金融
机构平稳发展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要因案施策，
强化执行手段和措施，紧
盯案件办理进度；要加强
与金融机构的有效对接，
继续探索共建良性互动
机制，推动涉金融机构执
行案件快速执结； 要注重
风险防范，为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和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传销人员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刑

益阳中院组织召开协调会
推进涉金融机构联动执行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