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在调查
取证。

石门县检察院听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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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察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武陵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接待当事人。

通讯员 鲁靖 孙晶 龚洪 覃彬

群众利益无小事，小案件连着大民生。 常德市检察机关始终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和决心，着眼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社会治理难点堵点，以案案见担
当的能动履职，聚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常德市检察院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解除多年纠纷

“我的当事人明明就是登
记的房屋产权人， 却要通过多
次民事诉讼证明自己是房屋产
权人； 明明就是征收补偿协议
载明的被征收对象， 却在多次
民事、 行政诉讼后仍不能得到
应有的补偿。”陶某的代理律师
向办案检察官说。

检察官带着同样的疑惑迅
速开始审查， 逐步弄清了事情
的来龙去脉。 2017 年 3 月 ，某
政府决定对某片区进行棚户区
改造， 登记在陶某名下的一套
房屋位于征收拆迁范围内 ，该
房屋实际居住人为第三人吴某
甲及其母亲蒋某 。 2017 年 5
月，陶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吴某甲的母亲蒋某、 父亲
吴某乙返还房屋并给付租金 。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陶某诉讼请
求。 某征补办次日即与第三人

吴某甲签订 《征收补偿协议》。
此后又经过多次民事诉讼及行
政诉讼， 某征补办与第三人吴
某甲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被
法院认定无效， 但陶某要求获
得损失赔偿的主张仍未得到支
持。 一起纠纷经多年诉讼仍不
能解决实质问题， 陶某无奈向
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官分析认为， 该案症
结在于对房屋权属的认定。 陶
某与房屋实际居住人蒋某经过
两起民事诉讼后， 现已有生效

判决认定蒋某没有证据证明案
涉房屋已由其购买。 根据物权
公示公信原则， 陶某为登记的
房屋产权人， 应认定为房屋所
有人。 而法院在相关行政诉讼
中以房屋权属不明为由， 未解
决补偿归属问题， 陶某亦无法
再通过其他诉讼途径实现权利
救济，显然不当。检察官果断将
该案提请省检察院抗诉。

为实质化解本案争议 ，了
解到陶某有和解意愿且愿意让
渡部分个人权益， 检察官没有

简单地 “一抗了之 ”，持续与行
政机关及双方当事人沟通联
系。 相关行政机关逐步认识到
在房屋权属争议未决的情况下
擅自对其中一方进行补偿确有
不当， 表明在今后的征收补偿
工作过程中将更加规范履职 。
最终， 该案在检察机关与行政
机关通力协作下， 促成陶某与
吴某甲等人达成和解， 当事人
之间因诉争房屋产生的多起民
事、 行政诉讼至此画上圆满的
句号。

武陵区检察院
“公开听证 +司法救助”

为民解困

法院生效判决确定行政机
关有审核、支付义务，但行政机
关有合理理由无法履行， 法院
依法终结执行时， 检察机关能
做什么？ 武陵区检察院积极能
动履职，通过“公开听证+司法
救助”，对一起 “行政行为并无
不当，但当事人确有正当诉求”
的案件实现了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

2017 年，吴某因病残津贴
待遇问题向武陵区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 法院经审查判令行政机关
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履行对
吴某病残津贴待遇的审核 、支
付法定职责。判决生效后，行政
机关一直未履行， 吴某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后发
现， 本省对该项待遇尚未出台
具体的实施细则， 遂以行政机
关无法确定具体支付金额而确
实不能履行为由， 裁定终结本
案执行。 吴某因诉求未能合理
解决， 先后又向长沙铁路运输
法院、长沙市中院起诉维权。耗
时 5 年，历经 3 个法院，问题始
终无法得到有效处理， 吴某于
是向武陵区检察院申请行政执

行监督。
武陵区检察院受理案件

后， 对病残津贴待遇的相关法
律和政策问题进行了充分研
究， 认为本省虽对相关病残津
贴待遇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细
则， 行政机关暂无依据下发该
项津贴， 但根据法律规定吴某
确应享有该项待遇， 吴某的诉
求合理合法。 为帮助吴某解决
实际问题， 检察官组织人大代
表、 人民监督员对该案进行公
开听证。 在了解吴某因多年诉
讼经济困难的情况后， 检察官
及时告知吴某可申请救助并启
动司法救助程序。 经与法院 、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多 次 协 调 沟

通 ，最终达成了以 “联合司法
救助 ” 的方式来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的共识 ， 最终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 。

石门县检察院
非诉执行专项监督
化解遗留问题

今年上半年， 石门县检察
院在开展社会抚养费征收非诉
执行专项监督活动时发现 ，辖
区 4 名“超生户”在县法院非诉
执行过程中被限制高消费 ，直
接影响到其正常的工作生活 ，
亟需妥善处理。2021 年 7 月，国

家卫健委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关
于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 已经
依法作出征收决定并执行完毕
的，应当予以维持；已经作出征
收决定但尚未执行完毕的 ，已
经征收部分不予退还， 未征收
部分不再继续征收。 为妥善处
理社会抚养费征收遗留问题 ，
石门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与县
卫生健康局、县法院多次沟通，

三方就联合化解该批积压旧案
逐步达成共识。 今年 6 月，石门
县检察院向县法院、 县卫生健
康局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县卫
生健康局向县法院申请撤回强
制执行并解除相关执行措施 ，
检察建议发出后被积极采纳和
落实。 目前，法院已依法依规解
除 4 名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措
施， 有效解决了社会征收抚养
费长期未执结给“超生户”造成
的困扰。

鼎城区检察院
检察建议助他终结
“离不掉的婚”

“这下我终于不用因为这
张结婚证而交不到女朋友了。”
日前，在检察机关努力下，一起
23 年前因一方当事人弄虚作
假造成婚姻登记撤销难的行政
争议案终于化解， 当事人李某
对检察官连声道谢。

1999 年， 时年 23 岁的李
某在外出务工期间结识了自称
陈某的女性， 双方迅速发展为

恋爱关系， 没多久就在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进行了结婚登记 。

2004 年， 陈某突然不辞而别 ，
从此失去联系。

为了解除婚姻关系， 李某
欲提起离婚诉讼， 在查询陈某
信息时， 发现陈某结婚时用的
是假名、 假身份证， 且下落不
明， 故李某无法提供被告的真
实身份信息，法院难以立案。于
是， 李某以自己和涉案女性婚
姻登记信息虚假为由， 向民政
局申请撤销婚姻登记， 民政局
表示此类情形不属于法定撤销
理由，难以办理。 2020 年 7 月，
李某将民政局起诉至法院 ，请
求判令撤销婚姻登记。 法院以

起诉期间超过 5 年为由裁定不
予立案。 李某来到鼎城区检察
院寻求帮助。

“介绍的对象知道我户口
本上写的是已婚就再也不见我
了， 我只想找个老婆好好过日
子，但现在各种方法都试遍了，
还是不能撤销婚姻登记。”李某
向检察官诉说苦恼。

起诉离婚、申请撤销、行政
诉讼都走不通， 如何破解离婚
难题？根据李某提供的情况，鼎
城区院多方取证， 分别向当地
法院、民政局、居委会及周边居
民了解情况、 调阅案卷和婚姻

档案材料， 向派出所核对该女
子结婚证上身份信息的真实
性。在充分调查核实后，确认该
女子结婚证上身份信息为虚
假， 本人至今未归。 该院根据
2021 年 11 月 18 日最高人民
法院等 4 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
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
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
题的指导意见》，2022年 7月向
民政局发送检察建议， 建议撤销
李某与该女子的婚姻登记。 民政
局采纳检察建议， 撤销了涉案的
婚姻登记， 李某据此到派出所变
更了户口本上的婚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