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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为什么一些企业‘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一是因为市场的变化，
一是因为法律风险。 一个地方投资环
境好不好， 主要看法律环境好不好。”
近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游劝
荣在就“检察机关如何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 问题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直言，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阳光雨露。

游劝荣说， 为给民营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近年来，湖南检察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持续发力，努力
构建“亲”“清”新型检商关系，取得明
显成效。

厚植服务理念 ， 构建
“亲”“清”新型检商关系

2013年以来，省检察院积极倡导
践行“努力使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成
为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
标志”的理念，引导检察干警增强服务
保障民营经济的自觉。采取座谈研讨、
集中授课等形式， 组织干警学习经济
学知识，引导大家从经济学角度、从企
业的角度认识和处理法律问题。

2016年以来，省检察院连续三年同

湖北、江西省检察院举行联席会议，就保
障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非公经济发展、
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达成共识，将
服务民营经济理念向更大范围拓展。

组织开展针对审判机关“小标的
大查封扣押冻结”和“高值贱卖”的专
项法律监督活动， 维护企业合法财产
权益。纠正侦查机关不作为、乱作为以
及随意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仅2015
年7月至2016年6月， 就监督立案286
件414人，批捕109人。

加强有质量的制度建设，
改进司法办案方式

注重平等保护，建立“除虫护花”
机制。2016年4月，省检察院出台《湖南
省检察机关查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
估制度》，在涉企案件的立案、批捕、起
诉等阶段进行经济影响评估， 进行防
范处置， 将办案对企业的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该机制实施以来，共对涉案的
781个企业进行经济影响评估，采取防
范措施1592项， 对897名企业法人、生
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不采取强制
措施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其间，没有一
家企业因办案不当导致生产经营困
难。2017年，该机制被中央统战部评为

“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针对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
题，出台《关于在查办渎职犯罪案件中
服务和保障改革创新的意见》，在查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失职渎职犯
罪时， 依法宽容改革创新中出现的偏
差、失误，精准服务改革创新，为民营
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走访省工商联、在湘外地商会等，
梳理出地方政府不履行承诺、 滥用强
制措施等8个影响制约民营企业发展
的突出法律问题， 采取建立检察机关
派员驻工商联挂职制度、 开展执行问
题专项监督及涉企案件刑事强制措施
清理活动等7项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
保驾护航。

聚焦三大攻坚战，为实体
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游劝荣表示，接下来，全省检察院
机关将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推进司法办案工作。
聚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依
法惩治金融犯罪特别是网络金融犯罪
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积极参与扶贫领域
的专项治理。积极参与湘江保护和治理

“一号重点工程” 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同时，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良好法治环境是阳光雨露
———访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游劝荣

民营企业
有力量

大山农业有“乾坤”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寒风料峭， 张家界市永定区桥
头乡熊家逻村却逢“暖阳”。“今年收
成不错，比去年可多了一半呢！”12月
10日， 在湖南乾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帮扶下，村民刘纪虎喜笑颜开。

曾经的熊家逻村，山地荒凉又
贫瘠。而如今，满坡山地被长势喜
人的莓茶园错落有致地布满着，尽
显富饶美丽。

风雨兼程10余载，湖南乾坤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超把中药种植、生态养殖、农业
休闲等多个领域的“致富经”带给
了这里的乡亲们,通过“生态农业产
业链”的发展模式，该公司已成为
带动就业1000余人、年销售额2.32
亿元、 利税3944万元的民企大户，
真正实现了大山农业有“乾坤”。

磨砺初心，练就一个创始人

2002年，18岁的刘超从学校毕
业后没能如愿当上一名医生，而是
成了药店营业员。一年下来，熟悉
了药店整个运行流程的刘超，从营
业员升到经理一职。

“我不能安于现状，得干一番
属于自己的事业。”刘超说，年少的
创业梦强烈地激荡内心深处，于
是，他开始了第一次创业。

2004年，刘超创办济民堂大药
房。不到4年时间，就在张家界开了
6家济民堂大药房。经营期间，刘超
敏锐地察觉到传统中药材市场需
求回暖、 部分成品缺货的契机。于
是，第二次创业应运而生。

2008年， 刘超带领160多名农
户，在老家桥头乡成立了“张家界
济民堂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打造了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
在大山上发展苦参、白术、远志、黄
精等中药材， 让老乡告别贫穷，拥
抱富裕。

果敢雄心，成就一名企业人

刘超尝到喜果之后，并未安于
现状，一鼓作气继续创业。

2013年， 刘超联合120多名农
村创业青年，成立了“张家界乾坤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把黑山猪、黑
山鸡、 湘西黄牛等本土产品确定为
养殖对象， 并逐步形成年出栏生猪
5000头、本地山鸡10000羽、湘西黄
牛200头的生态养殖基地。

“一条集产供销于一体的产业
就这样诞生了。”谈及创业，刘超侃
侃而谈，“老百姓赚的钱多了，我的
动力就更大了。”2013年，刘超成立
了湖南乾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
下拥有济民堂中药材种植、美南中
药材种植、 乾坤养殖等3个农民专

业合作社 , 合作社固定资产已达
5000多万元， 为当地1000多户农
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长年提供
2000多个就业岗位。“如果没有老
乡刘超，我依然吃着低保。”永定区
桥头乡熊家逻村脱贫户吴敬友感
慨道。

感恩暖心，带动一群追梦人

近年来， 刘超先后筹集资金
210多万元， 为熊家逻村铺设村级
道路2条，总长度8.4公里。

“刘超是青年里的‘优秀老青
年’。”共青团张家界市委书记肖运
谋告诉记者，除了带领家乡的父老
乡亲脱贫致富，刘超还积极带领青
年创新创业，成为当地青年的示范
典型。多年来，刘超牵头搭建了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发起成立了张家
界市农村致富带头人协会、张家界
市永定区创新创业协会等社团组
织，筹建“乾坤创客服务中心”，并
出资带领成员到深圳、宁波、长沙、
湘潭等地学习取经。

“我有一个‘6315’行动计划。”
刘超在谈到未来的梦想时，脸上洋
溢着自信。他说，要用6年时间，投
资3亿元，打造1个集生态中药材种
植、 加工与流通贸易的全产业链，
实现主营业务年利税超5000万元，
成为全国中药材百强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