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检察+公益诉讼
为生态威武亮剑

今年 2 月 14 日，岳阳市森林公安
局以谢某、周某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岳阳楼区检察院
移送审查起诉。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竟然还
有人顶风作案贩卖珍贵野生动物！”仔
细审查卷宗后，承办检察官、副检察长
严琼感到愤慨。为了从严从快办理，严
琼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完成了阅卷、
审查、文书制作、提审等工作，当天将案
子审结并起诉到法院。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
己，从此次疫情中汲取的教训还不够深
刻吗？”法庭上，公诉人真诚呼吁群众要
把野生动物视为人类的朋友,彻底改变
滥捕滥杀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
态平衡。

“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事法
律，还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我们还将对他们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该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彭磊审
查线索后，委托有关部门组织野生动物
保护专家评估公共利益损害后果，依法
在检察日报官网上履行了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获悉此

案后，申请提起了公益诉讼。届时，检
察院民行部门将联手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共同出庭。

“1+1>2”
公益诉讼效果实现新突破

“现在是禁渔期，所有的船只都停在
这里。之前岳阳楼区检察院办理的案件

给企图非法捕捞的人提了醒。”渔民口中
所说的案件,是岳阳楼区检察院针对禁
渔期的电打鱼等非法捕鱼行为提起的楼
区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禁渔期，吴某等 12 名被告人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捕捞工具，在洞庭
湖水域进行非法捕捞渔获物共计2700
公斤，其行为严重影响了洞庭湖生物休
养生息及鱼类产卵繁殖，严重破坏洞庭

湖水域生态环境，岳阳楼区检察院在审
查时认为吴某等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
还应对已破坏的水生物资源进行有效
补偿和修复。因此，该检察院向区法院
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
院判令12名被告人在指定水域放流一
定数量的鱼苗，以修复生态环境。

在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有群众疑
惑：“他们犯了法，判他们去坐牢，罚他
们的款就好了，何必大费周章地举行增
殖放流活动呢？”“诉讼不是目的，维护
公益才是我们办案的核心价值取向。”
检察长许建华作出解答。

“法律红线”守住“生态底线”

“检察机关这个督促履职活动搞得
好，终于可以喝上放心水了！”金凤水库
违建墓地的拆除，让家住岳阳经开区金
凤桥管理处的居民黄某喜笑颜开。

金凤水库是岳阳市铁山水库的附
属水库，为 100 多万市民供应生活用
水。然而，该水源保护区却遍布了 10
多处“活人墓”和数百处墓葬，不文明祭
祀让水库受到污染。

“如何保护好水源，又能尊重村民
的风俗习惯？”该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
彭磊在办案时反复考量这个问题。他仔
细研究法律法规，并多次联系相关单位
和涉案人员，对“活人墓”进行了拆除。
同时，促使职能部门规划新建了1处区
级公益性公墓和4处乡级公益性公墓，
彻底解决了该区域水库污染问题。

“公益诉讼不是为了争输赢，更不
能以监督者居高临下，而是为了推动解
决问题、维护公益。”岳阳楼区检察院副
检察长易启明介绍，公益诉讼自开展以
来，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致力于通过发出
检察建议、诉讼风险提示，开展约谈、走
访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和社会组
织自行履行职责，使公共利益在诉前程
序中得到有力维护，以最小的司法成本
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把“公
益诉讼”摆在重要位置，构筑起保护国
家和公众利益的安全网。

徐亚平 陈 杜 李明皓

“被告人谢某判处有期徒刑

6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被

告人周某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

月，并处罚金 8000 元。”2 月 21

日，随着法锤声响起，一起由岳阳

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从快

从严办理的岳阳首例涉疫案件告

一段落。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一

个案例胜过一摞文件。近年来，

岳阳楼区检察院把“公益诉讼”

作为行动指南，仗剑前行。该区

郭镇乡枣树村谢某某擅自采挖

省级公益林修建鱼塘，破坏面积

达 12.6 亩，被区检察院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履职，承担赔偿责

任；区检察院联合区教育局、市

场监管局开展守护学校食堂安

全“护苗行动”时，针对发现的 57

所学校食堂食品经营许可问题，

进行公益诉讼立案调查，最终 54

所学校整改到位，3 所幼儿园因

整改不达标被关停……

自 2017 年以来，岳阳楼区检

察院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215

件，共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08件，

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6件。

岳阳楼区检察院举行“牢记嘱托，忠诚履职，守护好一江碧水”增殖放流活动。
（本文图片均由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让“法律红线”守住“生态底线”
——岳阳楼区检察院的公益诉讼之路

岳阳市首例涉疫刑事案庭审现场。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东风吹绿草，布谷劝春耕。连日来，
记者行走在长沙广袤乡村，看到田间地
头农民们防疫春耕两不误，好一幅耕耘
希望的春日农忙图景。

大排查、小管控
疫情防控无死角

2 月 20 日早晨 8 时许，浏阳市达浒
镇书香村烟农黄观保就戴着口罩出了
门，赶到烤烟田垄地，“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疫情要防，地里的活也不能
耽误。”

起垒、下肥、清沟，黄观保和几个工
人正干得热火朝天，耳边传来熟悉的声
音：“老黄，你们那么近一起干活，口罩
还是要遮住鼻子嘴巴，人尽量拉开距
离。”来人是镇烤烟专干苏长松。

“13 日出肥以来，小苏专干和镇农
业办的工作人员就天天往田里跑，提醒
大伙做好防疫，也及时指导技术。”黄观
保说，全村 29 户烟农就靠这些烤烟致
富，镇政府派人一天 3次监测育苗棚温

度，3月中旬烟苗就能进行大田移栽。
“有效防疫，春耕生产才能有备无

患。”达浒镇镇长卢义胜告诉记者，镇上
7 个村都为各组各户提供了消毒液，免
费喷洒消毒，并定时对复工农户进行体
温监测。

记者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全市已组织排查养殖场、屠宰
场等重点场所从业人员5.6万余人次，针
对隐患问题开展联合执法 308次，开展
重点场所清洗消毒3.2万余场次。

农资足、人心齐
春耕生产有保障

往年这时候，农户们就要忙着给菜
地施肥了。但今年受疫情影响，不便出
门，农资怎么办？

育种、施肥、消毒、盖膜……2 月 21
日，望城区乌山街道团山湖村一片蔬菜
育苗基地里，村民刘惠精心侍弄着辣椒
苗。这些菜苗、化肥和农膜，都是她用手
机下单，由村里配送过来的。

“春耕农时不等人，办法总比困难
多！”团山湖村党总支书记程府迎告诉

记者，非常时期，村里通过微信等“在
线”指导农资调运和储备，并组织适销
对路的农资品种，确保春耕备耕农资供
应充足、质量可靠。

在雨花区跳马镇利佳专业蔬菜合
作社，工人们也做足防护措施，分散在
各个大棚内，抢种本地叶子菜。

“受疫情影响，外地工人无法回岗，
搭帮有政府帮忙召集了十几位村民，完
成了抢播抢种。”合作社负责人谭利人
说，这批蔬菜3月份就能上市销售。

作为长沙南部最大的“菜园子”，跳
马镇成立了疫情防控农业生产指导组，
实行技术、农资、政策“三到家”，确保防
疫、春耕、销售“三不误”，目前已向农业
大户派送 50 吨化肥、60 公斤消毒液等
物资。

运得出、销得好
“菜篮子”供应不断档

疫情当前，不少农产品面临滞销危
机。

在宁乡灰汤镇杏村村，由于运输班
车中断，建档立卡贫困户张伯良养的灰

汤鸭和土鸡，很长时间销不出去，让人
心急如焚。

关键时刻，一对 85 后海归夫妇创
办的生鲜品牌“老农快线”帮他解了燃
眉之急。

“张总开着货车来我家接货，真给
力！”张伯良所说的“张总”叫张芹，4 年
前和丈夫回国扎根乡村，变身“新农
人”。

“ 这 段 时 间 ，线 上 订 单 增 长 了
120%。”张芹告诉记者，响应镇“两新”
党组织号召，公司农历正月初四就恢复
了线上生鲜配送服务，通过线上订购和
直播“带货”，田间山货及时出村进城，

“张伯良们”乐开了花。
无独有偶,长沙县春华镇宇田农业

蔬菜基地通过与线上平台合作，平均每
天要销售蔬菜500公斤。负责人崔斐说：

“尽管今年春耕遇到疫情，但我们有信心
在做好防疫的基础上‘触网’增产。”

在长沙，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新农人”开动脑筋，探索出“基地+社
区”“微信定制+专车配送”“新农人+社
群营销”等生鲜农产品销售新模式，实
现产销无缝对接。

乡村处处春意浓
——长沙市农业生产一线复工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杨淳 杨金蕾

2月20日上午，初春的阳光格外明
媚。津市港码头，3座吊机不停地装卸货
物，水上船舶排队进出。吊机一次吊重
10多吨，2个多小时，便将1000吨元明
粉装上船。满载货物的轮船，拉响汽笛，
驶出港湾。紧接着，一艘2000吨级的空
船，迅速驶入泊位，不停地鸣笛，示意码
头装货。

码头作业繁忙，但在现场巡逻的津
市港负责人张林中神情严肃。他时而注
意吊机作业的节奏，时而留意码头入口
处车辆防疫检测是否有遗漏。从事港口
工作 20多年的张林中告诉记者：“安全
生产比什么都重要。从复工至今，已白
加黑连续作业半个月，大家连轴转，一
天也没歇。”

津市港是澧水流域枢纽港，也是我

省 13 个重要区域性港口之一，集大宗
散杂货、集装箱、港口物流与服务以及
保税物流为一体。港口去年 6月投入使
用，现建成投入使用 2个千吨级通用泊
位，年货物吞吐量达100万吨。

张林中说，根据计划，春节假期结
束后就复工，然而疫情暴发后，港口全
面停工。直到2月5日，一个急促的电话
打破了港湾的平静。津市派驻湘澧盐化
有限责任公司的防疫联络员赵宇告诉
他，湘澧盐化有 1万多吨煤炭急需起重
上岸，不然这个企业就要“熄火”了。

湘澧盐化是我省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包括春节在内，一直稳定生产。
该企业采用真空蒸发制盐工艺，拥有自
发自用电厂，每天需煤三四百吨，春节
前的储存量已消耗殆尽。

张林中紧急采取有关防疫举措，
经津市市防疫指挥部批准复工后，连
夜召集本地 18 名员工，组成应急生产

队，分 2 班倒，24 小时不停机作业。2 月
6 日上午，就将湘澧盐化先行运抵的
2000 吨煤炭装卸上岸，为该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

位于澧县的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
司负责人闻讯港口复工，连忙找上门，
称疫情防控期间，陆路物流受阻，该公
司有 3000 吨元明粉急需出口，不然损
失惨重。张林中又连忙召集人手，连续
作业一天一夜，将这批货物装上船只，
启程运出国门。

“张总，现在可以走集装箱么？上次
的事没来得及感谢你，这次又要辛苦你
了!”上午11时许，湘澧盐化副总经理宋
淑平来到港口码头，一见到张林中，便
迫不及待地说，现在生产恢复正常，产
品增加不少，有一批盐产品急需走集装
箱运抵珠三角。

张林中连忙回答：辛苦倒不要紧，
只是现在澧水水位不高，恐怕还要过

些时间才能运输集装箱。“张总，刚有
一艘运输矿渣和一艘运大豆的船舶靠
岸，都是要马上卸货的，恐怕要增加人
手才行……”这时，张林中手中的对讲
机响起。张林中抱着歉意，告别宋淑平
后，朝江边走去。

12时30分，员工送来一份盒饭，张
林中“狼吞虎咽”。他告诉记者，港口原
本有食堂，但为安全起见，防疫期间，食
堂停业，在外定点做好送进来。吃完饭，
稍作休息，张林中又投入到战斗中。

张 林 中 说 ：“ 其 实 ，辛 苦 是 值 得
的，复工半个月，港口吞吐量就达到 3
万吨，覆盖周边 5 个县市，且业务量
不断增加。计划这个月底，公司再追
加几亿元投资，启动 4 个千吨泊位建
设。津市港是总公司深圳盐田港股份
有限公司在湖南投资的首个港口，湖
南市场那么大，形势又那么好，建设
时间耽搁不得。”

船笛声声催人急
——津市港复工见闻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彭雅
惠）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近日发
布消息称，湖南电网主网建设工程全
面复工，投资规模达 146.6 亿元，是
2019年的1.35倍。

根据湖南电网发展规划，今年全省
电网建设重点工程较多，其中，主网计
划开工输变电工程289项，增加线路长
度 4349 公里、变电容量 2037 万千伏
安；计划投产工程315项，增加线路长度
3828公里、变电容量1836万千伏安。

国网湖南电力表示，为确保开复
工工程顺利推进、按期投产，所有工程
都严格实施“一项目一方案”举措，结
合每项工程建设实际情况，组织编制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建设进度管理

策划》等，提前对入场项目管理人员、
施工人员进行全面筛查和防疫培训，
对工程建设现场足额配置防疫物资，
并实施准军事化全封闭式管理，公办、
生活、公共区域每天多次消毒。

500 千伏望城变电站工程是复工
的重点工程之一，主要承担未来长沙
湘江新区供电。在施工现场，工人们经
过消毒走廊、体温监测点后进入工地，
施工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

据悉，湖南电网 2020 年建设工程
完成后，我省将成为华中地区特高压
交流重要枢纽，大规模承接清洁外来
电力能力明显提升；长沙地区可实现
1000 万千瓦负荷下安全供用电，在全
国省会城市中居领先水平。

湖南日报 2月 23日讯（见习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廖鹤松）近日，位于娄底
高新区的涟源市回春堂药业、创安防爆等
企业正式复工复产，车间里工人们戴着口
罩在工位上忙碌着。涟源市在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积极为企业复工复产开辟

“绿色通道”，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涟源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统筹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切实维
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指导全市企业根
据实际情况有序复工复产，全市各职能
部门对复工复产企业按照“报备不报批，
一企一网格”的要求抓好落实，变指令为
指导、变报批为报备、变执法为帮扶。

同时，涟源市要求相关部门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管行业必须管疫情防
控”的原则，根据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的要求，迅速制定加强企业
疫情防控工作的服务指南。

回春堂药业、创安防爆等企业复
工复产后，严格落实企业防控主体责

任，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组建专门
班子，专人专责，准备相关防控物资，
加强员工培训，增强企业和员工的自
身防范能力。各个复工企业详细了解
员工近期的身体状况和活动情况，并
做好体温检测、公共场所消毒等防疫
措施，一旦发现员工情况异常，及时进
行隔离就诊。

据悉，涟源市 152家规模企业已有
143家复工复产。

涟源开辟复工复产“绿色通道”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通讯员 李
孟玲 曹怡霏 记者 李秉钧）2 月 18 日
一大早，郴州市中心血站发血科工作
人员将 500 袋红细胞出库、装箱，这是
郴州驰援武汉的首批“热血”，也是解
武汉燃眉之急的重要物资。

据了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湖北省采血工作基本停滞。按照上级
要求，湖南省对口支援武汉临床用
血。这次郴州支援的 500 袋血，供应
量之大全国少有，将填补武汉用血一
个大缺口。

郴州市中心血站站长李孟祥介
绍，成分献血间隔时间仅14天，全血献
血间隔时间需要6个月。为确保疫情期
间郴州临床用血充足安全，并做好随

时支援武汉的准备，血站今年取消春
节休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早
早地就开展了采血工作。郴州众多市
民勇当热血逆行者，1月25日以来已有
2900 余人参加献血。较去年春节同期
增长48%。

据悉，为保障供血畅通，郴州市疫
情应急处置指挥部除特批同意采血车
进各地各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外，还帮助
血站紧急采购了一套核酸检测设备，在
全国采供血系统率先开展新冠病毒血
液核酸检测。“从2月11日开始，我们采
集的每一袋血液都会进行新冠病毒血
液核酸检测，以保障血液质量安全。”李
孟祥说，目前血站每天检测血液标本近
200份，未发现阳性标本。

郴州众多市民勇当热血逆行者
驰援武汉500袋血液解燃眉之急

湖南电网主网建设工程
全面复工

投资规模达146.6亿元

务工人员免费乘车返岗
2月22日，溆浦县举行务工人员返岗爱心专车送行仪式，第4批106名务工人

员乘坐4辆爱心专车赴浙江返岗。就业保障部门还为大家准备了方便面、矿泉水、
口罩、防疫汤剂等物资，让大家顺利返岗上班。 戴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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