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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何淼玲
通讯员 周程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工作
会议上，长沙县人民检察院被评为第六届“全国
先进基层检察院”。 这是该院近8年来获得的第
17个“国字号”集体荣誉。6月7日，记者走进长沙
县检察院探访背后的故事。

企业来了检察联络员
每天下班以前， 长沙县检察官林伟国不忘

打开检察联络室门外的举报箱， 查看当天企业
员工的投诉来信，并将问题的受理、办理和反馈
情况，及时详细地记录在一本小小的台账上。

这些工作是他在星沙一处项目建设现场完
成的。今年5月起，林伟国被派在该项目现场定
点办公，从此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检察“联
络员”。

面对县域经济加快崛起的新形势， 长沙县
检察院坚持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工作重点，在
湖南率先建立企业检察联络员制度。 设立了驻
长沙经开区检察室以及23个驻镇(街道)检察联
络室,开设检察服务窗口。每个检察联络室设主
任一名，由检察院业务骨干担任，每月10日、20
日为到检察联络室现场办公，深入村（社区）开
展工作。

企业检察联络员深入企业调研、走访,变被
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及时发现妨碍企业发展的
困难问题,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

锦绣江南园林公司在江背镇租赁农户土地
经营花木，公司效益好转后村民反悔，遂阻工闹
事，致使公司一度停产。长沙县检察院驻江背镇
检察联络室获知情况后， 及时在村民中开展法
律宣传，并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很快平息了
矛盾， 如今公司发展顺利， 村民也不断获得实
惠。

“过去企业里来了检察官， 可不是什么好

事，但现在不同了。”林伟国对记者说，自从检察
预防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不少企业主动请求检
察官入企业、盯项目，为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同时,企业检察联络员结合办案,帮助企业
发现和查找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重点预
防单位管理层的职务犯罪案件、 职工之间的人
身伤害案件以及单位财产受损案件的发生。近
三年开展个案预防20多件。

除虫又护花 ， 做好优化发展
环境的 “啄木鸟 ”

“经济新常态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护
卫长沙县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检察机关责无
旁贷。”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石华表示，检
察机关应主动请缨担当发展“先锋官”，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针对涉企案件，长沙县检察院开辟了“绿色
服务通道”,安排企业检察联络员从优从快办理,
确保在检察环节不贻误企业发展时机。

与此同时， 长沙县检察院在办理涉企案件
时，把办案对企业的影响放到重要位置，坚持打
击犯罪与保护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并重, 严格
区分改革探索中失误与渎职犯罪的界限， 严格
区分经济活动中的不正之风与违法犯罪的界
限， 严格区分利用国家政策谋发展与钻改革空
子实施犯罪的界限。 打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
挽救失误者， 近年来对涉嫌犯罪的企业项目主
要负责人或技术骨干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12
人、不起诉19人。

湖南搏盛天弘新材料员工董某某， 因窃取
同事财物8000余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今年
1月17日，案件移送至该院提请批准逮捕。该案
承办人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主动到公司走访，征
求公司方意见。了解到董某某系公司技术骨干，
且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 公司也请求检察机关
对其从轻处罚。 该院从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角度出发， 依法对董某某作出构罪不捕决

定。
“绝不能因为检察机关不恰当的执法行为，

让一个守法的企业和企业家受到伤害， 也绝不
能因不恰当的执法行为而损害当地的投资发展
环境。真正做到除虫又护花，成为优化投资发展
环境的‘啄木鸟’。”石华说。

检察工作前移一小步 ， 企业
腐败退一大步

2014年5月， 长沙县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推
出“检企联防”机制，针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
中容易引发职务犯罪的风险环节、岗位，采取教
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方法，畅通信息联络和
交流渠道，深入预防咨询、预防调研、风险排查、
警示教育等各个层面，打造廉洁企业。

汽车行业是企业腐败高发领域。 县检察
院对行贿记录查询提供协助， 帮助广汽菲亚
特等企业建立市场廉洁准入制度。 相关单位
或个人在与广汽菲亚特的经济往来中， 凡发
生行贿违法犯罪行为的，将其列入黑名单；如
果合作单位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广汽菲亚
特有权取消或终止业务合同， 由此造成的损
失由合作单位承担。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经营环境改善了，企业员工法律意识增强
了，项目推进快了。”广汽菲亚特党委书记陈秀
深说，面对安全生产经营的诸多难题，检察从源
头上预防了风险，“保护了企业，保护了项目，更
重要的是保护了干部。”

目前， 该院已将预防触角延伸至重点工程
建设领域，与中国人寿保险建设项目部、长沙地
铁3号线项目部等签署建立联合预防职务犯罪
机制，合作企业实现了“无上访、无举报、职务犯
罪零发案”的目标。

“检察工作前移一小步， 企业腐败退一大
步，给企业筑起防范的墙，就又高了一层。”陈秀
深说。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颜英华

6月13日， 省公安厅、 省高级人民法
院、 省妇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社
会公布 《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
办法》。 该办法于6月20日起正式实施。

受害人平均遭受15次以上
家庭暴力后， 才选择报警

据全国妇联统计， 在我国有30%的
家庭存在不同程度暴力侵害， 家庭暴力
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侵害妇
女儿童权益和社会稳定不容忽视的社会
问题。

长期以来， 由于法律制度制约的缺
失， 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伤害往
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甚至无法
得到有效介入和处置。 受家丑不可外扬
观念影响， 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了默
默忍受， 客观上纵容了施暴者的违法行
为。 数据显示， 家庭暴力受害人平均遭
受15次以上的家庭暴力后， 才会选择报
警或者向政府求助。

具有寄养、 同居等关系且
共同生活的人也受保护

该办法明确了告诫的适用范围。 既
包括配偶、父母（养父母）、子女（养子
女）、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继父
母、继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也
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具有监护、 扶养、寄
养、 同居等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发

生的暴力伤害行为。
该办法规范了告诫的适用情形。 规

定了不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应当依法实
施告诫的四种情形， 即： 家庭暴力行为
情节较轻的； 对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
疾人、 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 重病患者
实施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的； 对主动
消除或减轻违法后果， 并取得受害人谅
解的以及其他应当作出告诫的家庭暴力
行为。

经告诫后拒不改正， 施暴
者面临严重后果

该办法明确了告诫的实施程序。 家
庭暴力行为符合告诫情形的， 由行为发
生地公安派出所依法受理为行政案件，
自受理家庭暴力报警之日起3日内作出
告诫决定并组织实施。 在实施告诫过程
中可邀请当地乡镇 （街道） 妇联组织或
居 （村） 民委员会参加。 告诫作出后，
社区民警和居 （村） 民委员会将对家暴
人和受害人进行监督查访， 并做好查访
记录。

该办法明确了告诫的法律后果。对经
告诫后拒不改正， 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家庭暴力
告诫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
暴力案件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 人
民法院审理家庭暴力人身伤害刑事案件，
在该刑事案件发生之前公安机关曾对加
害人进行过告诫的，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
处理该刑事案件的酌定情节。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罗创） 今天上午， 农工党北京市
委、北京中成康富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
百全毫米波治疗仪捐赠仪式暨农工·百
全班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省12
个地市的38家医院获赠价值500万元的
百全毫米波治疗仪。

本着“加强交流、共谋发展、合作共
赢、增进友谊”的原则，农工党北京市委、
北京中成康富科技有限公司发挥北京的
资源优势积极支持农工党湖南省委正在
实施的精准扶贫工作。 在本次捐赠活动
现场， 北京中成康富科技有限公司向湖

南地区捐赠了价值500万元的百全毫米
波治疗仪， 来自湖南12个地市的38家医
院接受了捐赠。 百全毫米波疗法作为一
项成熟的绿色物理治疗方法， 历经多年
临床实践，得到各大医院的普遍认可，从
三甲医院到社区卫生中心均可使用，百
全毫米波疗法已被纳入国家医保范畴。

捐赠现场， 北京中成康富科技有限
公司向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
暖工程捐款20万元， 开办农工·百全班，
资助50名湖南贫困地区的品学兼优的农
村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帮助他们学得一
门专长并推荐就业。

“除虫护花”促发展
———长沙县检察院8年获17个“国字号”集体荣誉的背后

为家暴受害者撑起“保护伞”
《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6月20日起实施

38家医院获赠价值500万元治疗仪
50名贫困学子获资助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卓韬) 日前， 永州市纪委对近期查处的13起

“雁过拔毛” 式腐败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14名
“蝇贪”被揪出，并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留党
察看、开除党籍、记过、免职等处分，有的还被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江永县上江圩镇上江圩村原村委委员、村
文书欧养仔严重违反群众纪律，侵占、冒领他人
资金，收受好处费问题；江永县会计核算中心主

任雷俊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等问题；蓝山县
楠市镇均德村原党支部书记黄生付违反群众纪
律，侵占他人养老保险金问题；蓝山县浆洞乡小
洞村原党支部书记谭加亮违反群众纪律， 侵占
集体和他人惠民资金等问题； 江华瑶族自治县
林业局原党委副书记安光聪违反廉洁纪律，骗
取惠民资金问题； 江华瑶族自治县司法局东田
司法所职工陈德爱违反廉洁纪律， 索要钱财问
题； 新田县三井镇人民政府副乡级干部唐建平

违反廉洁纪律，侵占、收受他人财物等问题；新
田县龙泉镇挂兰村原村委会会计谢田初违反群
众纪律，优亲厚友问题；零陵区大庆坪乡田家湾
村原村委会主任唐汉甫违反国家法律， 贪污群
众救助资金问题； 道县寿雁镇下龙洞村原党支
部书记何校旺违反国家法律， 诈骗他人惠民资
金问题； 东安县南桥镇岩门村原党支部书记谭
德胜违反廉洁纪律，贪污惠民资金，违规使用专
项资金等问题； 宁远县冷水镇堂屋村原党支部
书记欧阳建生违反群众纪律， 侵占他人财物问
题； 冷水滩区黄阳司镇坪湖塘村原党支部书记
唐扬生、原党支部副书记杨纯善违反工作纪律，
违规使用惠民资金等问题。

永州揪出14名“蝇贪”

重走
长征路

6月13日，宜章县
白石渡镇， 党员们在
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
封锁线指挥部旧址重
温入党誓词。当天，该
县宣传系统组织开展

“两学一做” 主题活
动， 徒步重走红军长
征路，聆听红色故事。

通讯员 李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