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寸之间浓缩光辉历程，
40 年栉风沐雨谱写华章。 这是
一个充满荣光的时刻， 这是一
个见证历史的节点。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召开庆
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40 周年
暨全国检察机关第九次“双先”
表彰大会，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
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荣誉
称号。

当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盛智在表彰大会
上接过“全国模范检察院”这块
奖牌时， 他感到沉甸甸的。 他
说，这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
任。这份荣耀，属于长沙县检察
人， 更属于三湘大地每一个检
察官；这份责任，代表了对过去

成绩的总结，更昭示着对未来工作新的期
许。因为，创业并未有穷期，检察人跋涉的
脚步永远在路上。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就是不管
走多远的路，也永远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
出发。 关于长沙县人民检察院的发展，盛
智最具感怀。 1985 年 2 月，刚满 18 岁的
他便来到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开始从检生
涯。虚心学习、心存敬畏，努力提高业务能
力水平，办好每一个案子，盛智在长沙县
度过了充实的 12 年。

“记得 1987 年我办理的长沙县跳马
乡一个电工贪污电费的案子，当时在乡里
调查取证整整 18 天，哪怕是几元、几十元
的贪污款项都唯恐遗漏，共查清其涉嫌贪
污 5000 余元。 ”盛智说，正是在办理该案
的过程中，他扎下了检察为民的初心。

1997 年， 盛智因表现突出被选调至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2016 年 8 月，组织任
命他到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时隔
20 年，他回到了许下初心的地方。

分享这段心路历程，盛智认为，正是一
代又一代的长沙县检察人不忘初心守护正
义，才摘得了“全国模范检察院”这顶桂冠。

长沙县，三湘首善之区，在 2018 年度
全国百强县评比中排名第五，连续多年领
跑中西部。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扎根于此，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法治产品、检察
产品， 两次荣立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
功、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国字
号荣誉从未断档。但要在辉煌之上再添新
功，谈何容易！ 2016 年 12 月，该院党组自
我加压，确定了争创全国模范检察院的更
高目标。至此，争创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并
逐步进入快车道。

咬定青山不放松。 长沙县检察人以松
树一样的韧劲，确定目标，就坚持到底、直
至成功！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经济社会发
展，是检察工作题中应有之义。

长沙县经济体量巨大、 经济繁荣活跃，
检察工作如何与三湘第一县相匹配，又怎样
为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服好务？打造“亲商、护
商、安商”的营商环境，便是他们的着力点。

长沙县园区经济发达，进驻园区的全国
知名企业达数百家之多。 像三一重工，是装
备制造业领域的知名民营企业，生产的挖机
等重型机械畅销全国、闻名世界。 但企业一
出名，问题也就来了。 盗取公司核心技术的

“内鬼”，与购买三一挖机客户“里应外合”的
不法事件时有发生。 对此，长沙县人民检察
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打击侵害民
营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 2017 年 12 月，根
据该院提起的公诉，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对三一员工、“内鬼”周某判处有期徒
刑 8 年，其他 9 名被告人均被定罪量刑。 案
件判决后， 拖欠货款客户如期支付尾款，县
检察院领导趁热打铁，带领承办检察官专程
到三一公司走访，举办法治讲座，以案释法
警示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知法、懂法、守法。

此案相关经验做法被《检察日报》头版
头条予以报道，并配发社评推介，中央电视
台也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 此案宣判，旨在
明确企业的机械远程监控系统属于计算机
信息系统。 违反国家规定，对企业的机械远
程监控系统功能进行破坏，造成计算机信息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构成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此案宣判，有利于依法
有效维护企业财产权益。

不遗余力为企业“内挖蛀虫、 外除害
虫”，3 年来，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办案 117
件，对侵犯商业秘密、假冒注册商标等知识

产权违法犯罪坚决打击，为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 2.3 亿元。 相关做法得到前来调研的全国
人大代表高度肯定。

铁腕“除虫”的同时，该院倾注全力培土
施肥、柔情护花，对涉嫌轻微刑事犯罪的企
业骨干依法不捕不诉 37 人， 如 2017 年该
院办理湖南瑞翔新材料公司法人代表唐某
涉嫌挪用公司 2.4 亿元资金案时，考虑该公
司系年产值过 10 亿元的外向型高新技术
企业，处于资产重组关键节点，唐某系重组
关键人，在征求公司董事会意见后，为不贻
误企业发展良机，该院勇于担当，对唐某依
法决定构罪不捕，并积极帮助追回被挪用资
金，保障企业顺利引资扩产。

企业的难处在哪里， 长沙县
人民检察院的改革就从哪里切
入， 服务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
在构建“亲”“清”新型检商关系方
面，除了上述“常规举措”，该院勇
于探索创新，频频推出“自选动作”：
在长沙经开区、13 个行业商（协）会设
立检察联络室，在 20 个重点企业设
立服务窗口，在全省率先推行“检
察联络室 + 工商联”、“企业检察
联络员”、“检企联防”等共建机
制。当该院检察官加入商（协）
会微信群时，小微企业主一
片点赞， 他们说：“检察官
为我们站台， 我们吃了
定心丸，经营可以大步
走起来咯！ ”

民生无小事，民生高于天。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观，以办案为核心，以“工匠精神”
“绣花功夫”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法治产
品”、“检察产品”。

2018 年 12 月 3 日，长沙县人民检察院
举行第二批入额检察官宣誓，90 后检察官
唐志宇便在其列。 2013 年，唐志宇进入检察
队伍，2017 年 9 月荣获湖南省检察机关公
诉人团体辩论赛“十佳辩手”称号，是长沙市
唯一获此荣誉的公诉人，也是全省年纪最小
的获奖者。

从检 5 年来，“工匠精神”是唐志宇始终
秉持的理念。 为了查实村官贪污窝案，他翻
遍 3 麻袋账本， 还特意考了会计从业资格

证； 如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公诉团队”里
最年轻的他，已成为科室的骨干力量，办理
了涉案金额上亿元的 12 人虚开发票、 持有
伪造发票案、长沙县首例“套路贷”涉黑案，
并多次被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抽调办理中央
交办的专案。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40 年来， 不管检察
职能如何调整， 长沙县检察人崇法持正的担
当始终不渝。多项改革叠加后，检察机关要更
加聚焦法律监督的主责主业， 履行法律监督
机关的法定责任。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抓住长
沙县成立全省首家综合性行政执法局的契
机，在该局设立检察联络室，多次开展同步执
法监督，两年来共办理相关案件 25件。 例如
成功办理长沙首例露天焚烧危险废物入刑

案，显示了以法为剑护卫绿水青山的决心。
守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是检察

人的责任担当， 该院时刻记在心上、 扛在肩
上。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忠义介绍，
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以来，该院依法履职，
共立案 197件。 如星沙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域里的 4栋民宅， 环保部门一年多未整改到
位，发出检察建议后仅一个月就拆除复绿；部
分行政机关从抵触干警上门到欢迎干警建
议，因为他们啃不动的“硬骨头”，检察官用检
察智慧实现了快速推动，实现了“双赢共赢多
赢”。 此外，该院还在探索检察建议人大备案
机制，以提高检察建议的刚性。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以敬畏之心严守
案件质量生命线”， 是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全
体办案人员的共识。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汪海渊介绍，面对主要业务
数据逐年递增、2018 年增幅达 45%的态势，

该院一如既往地秉承“精心是态度、精细是
过程、精品是成绩”的精细化办案理念，所办
案件无一质量问题，还办出了一批在全省乃
至全国都有影响力的精品案件，树立了检察
机关和检察官的良好形象。如办理江天勇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坚决维护了国家政治安
全；办理全省首例环境污染入刑案，打响了
蓝天保卫战第一枪；办理刘汉明违法所得监
督执行案，获评国家级优案。

“你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人民群众才
会把你放在眼里。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 副检察长何志刚深有体会地谈到，该
院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以实际行动镌刻

“人民”二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
得感、满意度。 在检察官整体形象民意测评
中，该院曾荣获全省基层检察院排名第一的
好成绩，并连续 19 年保持涉检零上访、零违
纪、零事故的“三零”纪录。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一支队伍有没有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用什么思想去武装它。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指出，检察队伍建设
最重要、 最关键的是切实强化政治素质、业
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建设。

近年来，长沙县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这
一理念，践行“崇法、持正、笃实、守廉”的院
训，铸造信念、政治、责任、能力、作风“五个
过硬”的“检察铁军”。

筑牢信仰之堤。 信党、爱党、跟党走。 该
院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将思想建
设作为队伍建设的龙头来抓。 如党课讲演，
从检察长到普通党员都积极上台谈心得、展
忠魂。赛出来的队伍，在市、县巡回宣讲中为
更多干部群众“筑坝铸魂”“强筋壮骨”。

营造争创氛围。 全国模范检察院，要求
各方面都是一流，没有短板。近年来，长沙县
人民检察院不断强化创先争优意识，一方面
走出去，与十佳、模范找差距；另一方面创品
牌，不放过任何一个领域、层级“赛马”的机
会。正是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会厚积
薄发、一鸣惊人。 5 年来，该院拿下 98 个集
体奖， 437 人次获表彰。如今，该院 10 个部
门都获评过省级荣誉，其中 5 个部门摘得全
国奖牌。

夯实文化之基。 文化是成风化人的土
壤，直接影响一个单位的精神气度和发展格
局。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8 小

时内，该院把“书香”融入了每一个司法案件
的办理中；8 小时外，他们用“书香”温润家
庭，回馈社会。 工会为干警量身定制的 108
首诗歌是干警最暖心的生日礼物，《周五见》
的文化专刊已成为全省检察文化品牌，创作
了《检察魂》、《文化育检》等 7 个有影响力的
文化作品。 全省首届读书风气最盛检察院、
全国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是对长沙县人民
检察院文化建设的肯定，更是对他们继续追
梦的期许。

打造人才“洼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
才。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五湖四海、选贤
任能的用人原则，通过竞岗择优来激活“鲶
鱼效应”，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来形成吸引
人才的“洼地”。该院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
能力的用人导向，党组班子里有两名 80 后
成员，全院涌现了全省十佳公诉人、全省十
佳侦查监督检察官、全省十佳辩手、全国检
察机关电子证据鉴定人才、全国检察机关百
优通讯员等青年骨干， 形成了一支年轻化、
高素质、有梯度的人才队伍。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 盛
智表示，荣誉，仅仅代表过去，更重要的是昭
示未来，只有“清零再出发”，才能无愧于胸
前熠熠生辉的检徽，无愧于这身庄严厚重的

“检察蓝”，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法治
中国贡献湖南的“检察智慧”与“检察力量”，
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再出发、 踏征
程！

初心护正义，检察“追梦人”
———看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如何争创“全国模范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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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于 担 当 � “除虫护花”服务大局

敢 于 任 责 立检为公护航民生

陶 冶 情 怀 持正守廉铸造“铁军”

周玉才 谢 彦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2019 年新年贺词，充满情怀地指出，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
人”。

对此，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盛智深有感触。 最近，他专
程赶赴北京，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捧回
“全国模范检察院”这块奖牌。 这是全
国检察系统最高荣誉，4 年评一次，本
届全国仅有 38 家单位获此殊荣，长
沙县人民检察院系我省唯一获评单
位。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是如何争创
“全国模范检察院”的，盛智比较有发
言权。1985 年 2 月至 1997 年 8 月，
他在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过 12
年，担任过反贪局副局长。 2016 年 8
月，他重回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担任党
组书记、检察长。 两年后，长沙县人民
检察院捧回“全国模范检察院”奖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 我们全体党员必须准备付出更为
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长沙县人民
检察院争创“全国模范检察院”，是几
代长沙县检察人持续接棒、不懈努力
的结果，是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是全
院干警挥洒汗水拼出来的。

“几代长沙县检察人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关键词是初心、
担当、责任、情怀。 ”盛智的话语带着
赤诚、感动与自豪。

▲ 长 沙
县人民检

察院领导从
北 京 捧 回
“全国模范
检 察 院 ”
奖牌。

▲ 长沙县
人民检察院定期

开 展 读 书 沙 龙 活
动， 涵养读书情怀。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公
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第二批员额检察官宣誓活动。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到工地以案释法进行法治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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