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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组合拳”
守好钱袋子

3 月 16 日， 衡阳铁路运输检察
院联合法院、公安、银行、通信等 7 家
单位，共同开展“打出反诈组合拳，守
好群众钱袋子”主题活动，切实增强
居民群众的防骗识骗能力，营造有效
有用的全民反诈氛围。图为衡阳铁路
运输检察院干警表演 《防诈骗三句
半》，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通讯员 徐菁 田世林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田毅 ）3
月 17 日，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
务督察工作会议。 省检察院党
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熊文辉出
席会议并讲话。

熊文辉指出， 检务督察涵
盖党务、业务、事务三大监督内
容， 是检察机关抓班子、 带队
伍、促业务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加强检务督察工作是落实全面
从严管党治检政治责任 、强化
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解决司

法办案不规范问题的内在需要
和必然要求。 全省检察机关要
高度重视检务督察在新时代检
察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熊文辉强调， 要加大监督
力度，充分发挥检务督察工作
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中的职
能作用。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
政治敏感性，把讲政治、顾大局
贯穿检务督察各项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 ，自觉做到 “从政治
上看”。 发扬斗争精神，敢于较

真碰硬，让检察干警真正感受
到检务督察的威力和压力。 讲究
工作方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坚持监督与保护、严管与厚
爱相统一， 坚持标本兼治 ，系
统治理 ，坚持实事求是 ，客观
公正。紧盯巡视巡察、内部审计发
现的突出问题，抓好整改和风险
防控 ， 从严从实深化管党治
检；紧盯案件评查发现的错案
问题，逐案督察追责，严格落实司
法责任； 紧盯案件日常监管中发
现的突出问题， 及时抓好整改纠

错， 促进检察官履职意识和办
案质量的提升。

熊文辉要求， 要加强组织
领导，为全面提升检务督察工
作水平提供坚强保障。 各级检
察院党组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对检务督察工作的组织领导 ，
加强检务督察人员素质能力建
设，建立健全检务督察工作机
制，强化检务督察人员纪律作
风建设，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
加务实的作风 ，努力开创全省
检务督察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
媒体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叶婷 ）3 月 15 日至 17 日 ，
第四届湖南省刑事技术职
业技能竞赛在湖南警察学
院成功举办。省公安厅党委
副书记 、 常务副厅长周赛
保，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廖跃贵，省总工会一级
巡视员刘为民，团省委副书
记叶妙，省妇联副主席卢妹
香，湖南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王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
队长敖平洋等出席竞赛闭
幕式。

本次竞赛重点考核刑
事技术理化检验和警犬技
术两个专业，全省 112 名选
手代表参加本次竞赛。经过
两天激烈的角逐，决出理化
检验个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警犬
追踪个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3 名 、三等奖 6 名 ；警犬
搜索个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获奖
选手将按规定程序分别授
予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湖南省技术能手”“湖南省
青年岗位能手 ”“湖南省巾
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周赛保在闭幕式上指
出，全省公安机关要以更高
站位 、更实举措 、更大力度
加强刑事技术工作，以刑事
技术高质量发展引领公安
工作现代化迈上新台阶。要
牢牢把握数据化、 网络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全
面挖掘刑事技术新动能，将
刑事技术成果转化为侦破
打击战果。要提升刑事技术
核心战力， 坚持阵地前移、
主动支撑，为警务实战提供
精准的“炮火支援”。要扎实
推进体系化、 规范化建设，
坚决守住鉴定质量生命线，
建立法庭权威新标杆。要坚
持固本强基 ，补短板 、强弱
项，以深耕细作推进高质量
发展。 要树立重实绩、重实
干的用人导向，营造干事创
业的良好环境，用模范鼓舞
人 ，用事业激励人 ，打造一
支忠诚担当的刑事技术铁
军。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者 王明玉 熊丰）2022
年，公安机关共侦破重大农资犯罪案件 900 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1900 余人，涉案价值 26 亿元，公安部挂牌督办
28 起重大农资案件全部告破，有力打击震慑了此类违法
犯罪。这是记者 16 日从公安部获悉的。当前，正值春耕关
键期，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深入组织开展 “昆仑
2023”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保障
高质量农业生产建设。 要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种子、农兽
药、肥料等重点农资产品，严查严打套牌生产、侵权假冒
等典型农资犯罪活动， 重拳惩治侵犯种业知识产权、“忽
悠团”销售劣质化肥犯罪活动。

湖南 日 报 3 月 17 日 讯
（全媒体记者 陈奕樊 ）17 日 ，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 2023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败工
作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乌兰出席并讲话，她
强调，要加快“清廉人大”建设，
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 ，推
动 “四个机关” 建设见到新气
象。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剑

飞、陈飞 、彭国甫 ，党组成员谢
建辉、陈文浩，秘书长王晓科出
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二十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和省十二届纪
委三次全会精神，总结了 2022
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
署了 2023 年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

乌兰从 8 个方面分析了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形

势和任务 。 乌兰指出 ， 要将
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 ”、坚 决
做到 “两个维护 ”落实到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
上来 ，着力建设信念坚定 、对
党忠诚的政治机关 。 要将人
大之智 、人大之力汇聚到推进
“清廉湖南 ”建设中来 ，因时应
势优化法治供给、 更好发挥监
督作用、 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着力建设施治有体、担当有

为的国家权力机关。 要将不敢
腐、不能腐 、不想腐 “全周期管
理” 方式融入到打造过硬人大
工作队伍中来， 从严推进纪律
建设、涵养机关廉洁文化、营造
良好环境氛围， 着力建设风清
气正、勤廉干事的工作机关。要
将反四风、 正作风体现到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上来，着力建设
紧接地气、 为民造福的代表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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