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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不法分子冒充湘潭一
家贸易公司老板何先生， 通过QQ与公司的
出纳联系， 谎称有急事， 要出纳立即转账
240余万元到3个银行账户。两个小时后，何
先生发现蹊跷，立即向湘潭市公安局反电诈
中心报案。警方通过止付平台冻结了还没转
走的78.6万元。今天，湖南公安部门向何先
生返还了这笔钱。

2月8日，湖南省（长沙）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举行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集中返还仪
式，现场集中返还受害群众2447万元。

2017年， 全省各级反电诈中心坚持
源头治理和严厉打击， 全力追赃挽损，坚
决遏制电信网络犯罪发展蔓延势头。全年

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5.68%；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上升
15.06%； 刑事拘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同比上升61.07%；止付资金1.5亿多元，冻结资
金近1.3亿元。全年湖南省（长沙）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接受报警24168次，
其中电信网络诈骗警情13068起，成功止付银
行卡2666张，止付金额4418.93万余元；阻断、
协助劝阻4928起；共拦截有害通讯信息387万
多条，核实重点嫌疑诈骗信息5000余条。

警方提醒，不要轻易将自己和家人的身
份、通讯、财物等信息泄露给他人，收到家
人、朋友遇到“急事”求助的短信、电话，或遇
到好友通过微信、QQ借钱， 要仔细核查，不
轻信上当。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目前，电信网络诈骗
伎俩层出不穷，群众稍有不慎就可能上当受
骗。遇到电信网络诈骗后怎么办？警方教你
这样应对。

一是通过电话实施银行紧急冻结、止付。
立即拨打该诈骗账号归属银行的客服电话，
根据语音提示输入该诈骗银行账号， 然后重
复输错5次密码就能使该诈骗账号冻结、止
付，时限为24小时。若被骗大笔金额，在接报
案件后的次日凌晨0时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则
可以继续冻结、止付24小时，该操作仅限制嫌
疑人的电话银行转账功能。

二是通过银行柜台紧急冻结、止付。立即
到办理转账的银行柜台说明原因， 请求银行

柜台工作人员对诈骗的银行账号实行紧急冻
结、止付，以免被骗钱款被诈骗分子转移。

三是通过网上银行冻结、止付。登录该
诈骗账号归属银行的网址，进入“网上银行”
界面输入该诈骗账号， 然后重复输错5次密
码就能使该诈骗账号冻结、止付，时限为24
小时，如需继续冻结、止付，则可以在次日凌
晨0时后重复上述操作，该操作仅限制嫌疑
人的网上银行转账功能。

四是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遇见诈骗类电
话或者信息，及时记下诈骗犯罪分子的电话号
码、电子邮件、QQ、MSN、银行卡账号等信息，
并记住犯罪分子的口音、 语言特征和诈骗过
程，及时拨打110或者96110，积极配合公安机
关开展侦查、破案和追缴被骗款等工作。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记
者今天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2018年2
月6日，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党委委员、
名誉院长全智华（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
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益阳市人
民检察院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

告人全智华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被告
人全智华，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益阳
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全智华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他人索取或者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于振宇）记者
今天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2018年2月5
日，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运武（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衡阳市人民检察
院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

被告人刘运武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
告人刘运武，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运
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湖南省检察机关依法对全智华提起公诉

湖南省检察机关依法对刘运武提起公诉

返还2447万元
电信诈骗资金

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怎么办

2月8日， 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为园区的工人
包饺子。中国传统小年到来之际，该工业园开展为企业员工送饺子、送
春联、送返乡车票的“三送进企业”活动，让员工感受家庭的温馨。

李育建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包饺子
庆小年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晨曦

2月8日上午9点，120余名旁听人员挤满
湘潭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4名检察工作人
员坐在审判席一侧，席前并列放着两块牌子：
“公益诉讼人”和“公诉人”。

检察机关为何会作为公益诉讼人走上法
庭？被告人将面临怎样的环境损害责任？全省
首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领域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如何审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生活在同一
片蓝天下。一则法治故事，讲述湖南司法机关
如何形成公益保护合力，共同守护“湖南蓝”。

检察机关变身公益诉讼人，向
企业讨还“环境债”

“这次开庭审理对我触动很大，我真心认
罪。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我深表歉意，并深深
自责。”2月8日下午4时许，听到判决结果后，
被告人钟某先在庭前忏悔。

钟某先做梦也没想到， 为了一点蝇头小
利，他人生中第一次站上了被告席。

2017年3月，许某忠、钟某先等6人准备
“干一番事业”， 在湘潭县茶恩寺镇茶恩村开
办了一间无名金属提炼厂。 既没有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也未办理行政许可和环评手续，
在工业废渣中提炼锌镉合金， 导致周围生态
环境遭受破坏。 湘潭市环保局出具环境污染
损害专家意见及修复方案， 初步确定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高达124.662万元。

据此， 湘潭县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姚红指

出，“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推动
‘一案三查’制度落地生根。既要追究违法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 又要追究污染者破坏生态
环境损害社会公益利益的侵权责任。”

用环境司法来守护绿水青山，
谁破坏谁修复

记者旁听庭审发现，这次开庭与一般的庭
审不太一样。合议庭创新庭审方式，由公益诉
讼人运用多媒体示证方式，还原案发后公益诉
讼人调取的现场原貌和起诉前后现场对比图。

法院经公开审理后， 当庭判决9名被告人
有期徒刑1年到拘役6个月不等，共同对所造成
的环境损害进行修复，恢复原状，并应经环境
保护局验收合格，逾期不履行者将支付延迟履
行金。 对寄存于环保公司的27.65吨危险废物
依法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处置， 消除危
险。

恢复性司法理念正在三湘大地变成鲜活
的实践， 省内多处生态修复基地已是满眼绿
色。

“该案改变了过去‘企业污染、群众受害、
政府买单’的窘境，真正实现了‘谁污染谁治
理， 谁破坏谁修复’。” 省高院环境资源庭副
庭长伍胜说。

伍胜指出，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审判工作，
是人民法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
点， 有助于解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动力
不足、经费有限、取证困难等难题。

“过去，涉及到环境污染的刑事案件，一
般更注重刑事处罚， 不注重生态修复； 而现
在，是刑事制裁与生态修复并重。”在伍胜看
来，良好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绿色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这就真正实现用环境司法
来守护绿水青山。

强化严惩重罚制度，具有以点
带面的开拓性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强化严惩重罚制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 湖南绿色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蒋兰香认为， 基于人民群众对
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迫切， 我国加大了
对破坏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的打击力度，采
用多种司法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取
得良好效果。

2017年7月1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权。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了
法律依据， 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提
起公益诉讼，既维护了宪法法律权威，也维护
了社会公平正义和环境公共利益。” 蒋兰香
说， 全省首例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宣判具有以点带面的开拓性意义。
通过办理该案，既追究了污染者刑事责任，也
追究了污染者民事责任， 既保护了湖南的青
山绿水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环境民生福祉，还
可以达到警示他人，修复环境，赔偿、补偿受
害人等多赢效果。

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守护“湖南蓝”

———全省首例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姚学文

城里的孩子、 特别是一些特殊家庭的
孩子，“四点半”放学后去哪里？这，不只是
个别家庭的事情， 就像农村的留守儿童一
样，已成为一个社会课题。这个课题如果解
决得不好，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少隐患。

近年来，城市“飞速发展”的后面，尾随
着“甜蜜的负担”。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不愿
把孩子留在老家，选择带在身边一起生活；
然而，由于工作太忙，孩子又只能寄宿或由
老人照顾。更有一些特殊家庭的孩子，尤其

缺少应有的关爱。据调查，长沙有所小学，外
来务工子女就有167人、父母离异子女16人、
隔代抚养子女2人，占总人数的30%。这些孩
子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和陪伴，心灵孤寂，很
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这无论是对于孩子个
人的成长，还是对社会和谐，都十分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问题至今还没
有引起社会足够重视。 要解决好这个问
题，民间人士伸出关爱之手很重要；各级
党委 、政府 ，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 ，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 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和措施，尤其重要。

�荨荨（紧接1版）除了“空巢儿童”，还有特殊家
庭的孩子，比如，离异家庭、隔代教育家庭、突
发事件家庭、父母都是残疾人的家庭等等。这
些家庭的孩子，回家可能没问题，可是教育是
个问题。谁来辅导他们的功课？谁来关心与他
们的心理沟通？

家住同升湖街道鄱阳小区、今年8岁的涛
涛（化名），由于特殊原因，从小和奶奶一起生
活。长期的隔代教育，加上困难的家庭条件，
造成了涛涛内向、 孤僻的性格。 不爱和人说
话，还常常离家出走，找不到人。

“我们街道是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区域，
仅园区就有7.3万务工人员。” 同升湖街道党
工委书记张建介绍，“这些人员孩子‘四点半’
后的教育问题，是个大问题。一些家庭条件好
的孩子，可以选择附近的托管机构，可是对于
那些特殊家庭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个难解的
结。”

携手创办雨滴儿：帮助辅导给予爱
能否办一个公益教育机构， 来帮助这些

“空巢儿童” 和特殊家庭的孩子？2015年，同
升湖街道有关部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无独
有偶，爱心人士张岚也想到这个问题。

1998年毕业于湖南教育学院英语专业
的张岚，拥有近20年的英语教学和心理辅导
经历， 并经常参加公益活动。2013年带着女
儿回到长沙的张岚，在陪伴女儿学习的过程，
深刻体会到“四点半后去哪里”问题的重要。

2015年底，一个偶然机缘，张岚和同升

湖街道团委走到一起，携手开展一次家访。近
10天时间，30多个特殊家庭， 一个个触动心
灵的故事，震惊了张岚，震惊了每个进行家访
的人。

两者决定一起创办公益教育机构———雨
滴儿成长乐园中心，来帮助这些家庭和孩子。

街道投入10万元，对所租的地方进行了
精心装修，添置了书籍和吉他、古筝等。街道
惠民基金管理部门、区民政局等也伸出援手。
附近的长沙理工大学志愿者， 更是倾注极大
热情，纷纷前来担任教师和辅导员。

辅导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对一辅导、四
点半课堂、趣味课堂、主题活动等。

一对一，针对一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
四点半课堂，是兴趣课，比如，吉他、非洲鼓、
羽毛球、丝竹民乐等。趣味课堂，是实践活动，
包饺子、到敬老院看望老人等。

每两周一次的主题活动， 主要针对家长
和社会关心的热点话题。比如，清明节前，他
们举办“追溯清明传说”活动。针对父母“望子
成龙”的心理，举办“通往‘麻省理工之路’家
庭教育讲座”等。

重视国学教育，每次集中上课的前15分
钟，开展经典国学诵读和讲解。

“不论每天放学后，还是周末，抑或是放
假，雨滴儿都不休息，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我们
都尽力提供帮助。”张岚介绍，“在这里，孩子
们有学有爱有陪伴。 主题活动， 更加是开放
的。除了那些特殊家庭的学生，还会邀请更多
的学生参加。”

春风化雨细无声：自信快乐日见长

“张老师，非常感谢您，雨滴儿让我找
到了自信和快乐。”前不久，张岚收到一封
特殊的来信。 信的主人是现年12岁的萍萍
（化名）。

生活在长沙城郊的萍萍， 家庭比较特
殊：父亲在附近一家酒店做维修工，妈妈因
小时候得脑病留下后遗症，神智不是很清。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需要父母照顾， 萍萍从
小就跟爷爷奶奶生活。 特殊的家庭和长期
的隔代生活教育， 让萍萍心理变得有些异
样，人非常内向、孤僻，不爱与人说话。如
今，她变得活泼开朗了，也喜欢与人交往、
说话了。

在雨滴儿创办的近两年里，可以说，每个
在中心接受教育和辅导的孩子， 都充分感受
到了温暖和成长，都发生了积极变化。

10岁的欣欣（化名）， 父母均患深度眼
疾。每次学习上遇到问题，欣欣得一字一字念
给父母听。然而，很多时候，欣欣念半天，父母
也不懂。父母讲半天，欣欣还是不知道。时间
长了，欣欣与父母之间存在很大心理沟壑。欣
欣变得内向，少与人交流、沟通。

2016年3月， 欣欣成为雨滴儿第一批学
生。在这里，每天下午放学后，老师们给她讲
解作业。周六，和同学们一起上国学课，参与
趣味活动。每两个周日一次的主题活动，欣欣
也常常不愿落下。如今，欣欣变得快乐了、自
信了，能主动与人交流，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最初只10几个孩子，现在30多个。”志
愿者张青昀说,“每个孩子都很喜欢这里，一
些孩子待在这里都不想回家。”

“雨滴儿”，有学有爱有陪伴

“四点半”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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