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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伏志勇
通讯员 张雅涛 文晴婧

3000 多件案件， 无一件引起
矛盾激化，无一件被认定为错案，
她经手的每一起案件都真正做到
了事实清 、证据明 、裁判公 、人心
服。 株洲市荷塘区法院刑事庭庭
长何丽先后被评为 2021 年度全
省法院办案能手、 全市政法工作
先进个人、全市法院优秀个人、全
市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
人和普法先进个人等， 今年被株
洲市中院推荐为全国法院办案标
兵人选。

惩恶扬善 铁骨柔情
“我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

生。”这是何丽常说的一句话。在办理
的每起刑事案件中，她都以最大的热
情和司法智慧全力以赴，从实体到程
序，从定罪到量刑，严格按照法律规
定进行，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节严格
按照量刑规范程序对每一名被告人
进行合理的量刑，对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也秉持严把案件事实、证据和法
律适用关。 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
何丽带领的刑事审判团队先后办结
丁某某等 16 名恶势力团伙非法拘
禁、抢劫案；王某某等恶势力故意杀

人案；凌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
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涉恶
案件审理做到全部清零，审结涉“黄、
赌、毒”类案件 200余件。

2021年以来，全国上下开展“断
卡”行动，大量办理、收购银行卡、电
话卡向他人出售、 租赁或通过电脑、
手机操作转账等方式为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提供帮助非法获利的新
型刑事案件涌入法院。 何丽主动
作为， 带领刑事审判庭干警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防范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法治宣传活动， 努力提高
社会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认
识，增强群众自我防范能力。

铁面法官 温情妈妈
穿上法袍， 何丽是工作中公

正无私的法官；脱下法袍，她是生
活中温柔的妈妈。 何丽非常关心
未成年人的成长， 刑庭设立未成
年人维权岗 ，每年元旦或 “六一 ”
前， 她都会组织干警到特殊学校
看望儿童， 给他们送去生活学习
用品。 孩子们常常说，他们受到了
妈妈般的贴心关怀。 在审理在校
学生梁某犯帮信罪一案中， 她发
现云龙示范区职教城学生存在犯
罪风险， 于是积极联系学校建立
法治教育基地，多次将扫黑除恶、

预防性侵未成年人及防治电信诈
骗等知识送进校园， 创新未成年
人普法宣传方式， 组织刑庭青年
干警自编自演法治小视频等 ，深
受学生喜爱。

春风化雨 法暖人心
何丽从内心尊重理解当事

人， 审理每一起民事案件都尽心
竭力。 她时刻注意矛盾源头的化
解 ，面对邻里纠纷 、宅基地纠纷 ，
她主动进村， 从村委会及村民处
了解实情，耐心化解纠纷，让当事
人体会到了法律的温度； 面对法
律关系复杂的案件， 她组织当事
人多次谈话，了解案情，耐心讲解
法律规定，让当事人息诉服判，积
极履行。

何丽注重以小案件传播大道
理， 审结的九岁男孩帮助老人过
马路摔伤遭索赔案让人民群众不
再纠结 “扶不扶 ”“救不救 ”，解决
了长期困扰大众的道德困境和法
律风险， 引领昂扬向上的社会新
风尚，这起案例被省、市法院人大
工作报告引用。 此外，何丽积极参
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多次走访
企业，为企业发放法律宣传手册，
开设法律知识讲座， 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向棋麟）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细
则 （试行 ）》（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近日公布施行。 该《实施细
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出台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的实施办法》后，在全国法院首
创式的细化与落实。

《实施细则》围绕深化刑事
审判制度改革 ，以教育 、感化 、
挽救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为方

针，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
优先保护，制定了 24 条具体工
作规范及 9 个附件。 《实施细则
》包括犯罪记录封存流程、含犯罪
记录封存信息案件的保密措施、出
具证明和封存记录查询、犯罪记录
解除封存流程、责任追究等 6个章
节的内容，基本覆盖了目前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中遇到的主要问
题，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 引导失足未成年人重
新回归社会。

犯罪记录封存是对于犯罪
时不满 18 周岁，被判处 5 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
处罚等的犯罪嫌疑人， 应将其
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
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
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
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在犯 罪 记 录封 存 流 程 方
面，《实施细则》 明确了承办法
官在作出案件生效裁判时的权
利义务告知，依职权、依申请作

出犯罪记录封存决定的具体情
形 ，文书送达 、案卷封存 、电子
信息封存、 签订保密承诺书以
及电子卷宗扫描的具体规定。

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案
件的保密措施方面 ， 《实施细
则》 明确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
共同犯罪案件的信息保密和其
他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
案件的信息封存的具体情形 ，
以及电子信息保密处理、 其他
保密措施的具体规定。

在出具证明和封存记录查

询方面，《实施细则》 明确了出
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办理查
询犯罪记录的申请、 查询犯罪
记录的保密和登记归档等行为
的具体流程和注意事项。

在犯罪记录解除封存流程
方面，《实施细则》 明确了依职
权作出解除犯罪记录封存决
定、 申请不予封存或解除封存
权利告知、 依申请作出不予封
存或解除封存决定的具体情
形， 以及解除封存文书送达的
具体要求。

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株洲中院发布《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细则（试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茜 ）9 月
19 日下午，株洲市渌口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钟碧武一行到区检察
院调研指导工作。 区委政法委相
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区检察院班
子成员参加调研座谈。

钟碧武一行实地查看了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未检一站式工作中
心、 远程提审室等办公办案场所，了
解检察工作进展情况，并开展座谈交

流。 座谈会上，区检察院检察长赵铮
就该院近年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不足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进行了汇报。

钟碧武表示， 区委政法委将
一如继往支持区检察院各项工
作， 并对区检察院下一步工作提
出 3 点要求： 一是要让旗帜鲜明
讲政治成为全院上下的自觉。 要
自觉加强理论武装， 切实提高政

治能力。 二是要让立足本职促发
展成为全院上下的自觉。 主动贴
近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服务保障
打好 “三大攻坚战 ”，深度参与扫
黑除恶斗争、 未成年人保护等专
项行动。 三是要让驰而不息转作
风成为全院上下的自觉。 把握团
结的重要性， 积极营造心齐气顺
的干事氛围，始终胸怀争一流、创
唯一的高位追求。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丁
阳）9 月 20 日，株洲市石峰
区检察院联合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区城管局深入辖
区清水塘小学和理想幼儿
园等多所学校， 对学校食
堂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开
展专项监督。

此次专项监督， 检察
机关配合相关部门主要围
绕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工作人员健康管理、食

品采购索证索票、 就餐场
所的卫生情况及校园周边
食品安全等多项内容进行
详细调查， 针对监督中发
现的校园食品进货台账有
缺失、食品留样不规范、校
外商店销售 “三无 ”产品 、
带有诱导性宣传的水晶泥
产品和带有赌博性质的盲
盒产品等问题， 石峰区检
察院督促相关部门核查情
况并依法作出处理。

本报讯（通讯员 张毅）近
期， 株洲市检察机关 2022
年公诉人团体辩论赛落下
帷幕， 炎陵县检察院获得
全市检察机关公诉人团体
优秀组织奖， 员额检察官
左钟敏获得“优秀辩手”称
号。

比赛时， 该院 4 名干

警紧扣辩论主题和相关法
律法规， 有针对性地展开
辩论， 充分展现出扎实的
法律理论功底， 严密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机智灵活的
应变能力， 对该院进一步
提升公诉人业务水平 ，打
造高质量检察队伍起到了
积极作用。

办案数千起，每一起都经得起检验
———记株洲市荷塘区法院刑事庭庭长何丽

钟碧武在渌口区检察院调研指导时要求

主动贴近中心服务大局

炎陵检察获公诉人辩论赛佳绩

专项监督护航校园食品安全

联合专项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