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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永检民公[2018]3307840000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崔亚飞、王金鹏在生产过程中

将废油漆渣堆放在未采取防雨淋、防渗漏措施的厂房后门

外空地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地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三第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

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城北东路800号，永康市

人民检察院 程修虎（收），联系电话：13967911489。特此公告。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利辛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的夏

磊涉嫌污染环境罪、范领军、徐波涉嫌污染环境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夏磊、范领军、徐波的行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本院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现发出公告，有

权依法提起诉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书面回复本院。邮寄地址：安徽

省亳州市利辛县人民路利辛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

科。联系电话：0558-8802997。特此公告。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遂检民公[2018]3311230000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雷仕福在禁渔期采用禁用的

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

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

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浙江省

遂昌县平昌路278号，联系电话：0578-8180837。特此公告。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遂检民公[2018]3311230000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林献武、吴素娇在禁渔期采用

禁用的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

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

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浙江省

遂昌县平昌路278号，联系电话：0578-8180837。特此公告。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本院在审查刑事案件中发现，吴珏、梁经辉销售假药的行

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检察

机关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督促、建议有权提起

诉讼的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逾期检

察机关将依法提起诉讼。邮寄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

院，联系人：孔令泉，联系电话：0575-83133075。特此公告。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本院在审查刑事案件中发现，张军超销售假药的行为，

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检察机

关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督促、建议有权提起诉讼

的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逾期检察

机关将依法提起诉讼。邮寄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联系人：孔令泉，联系电话：0575-83133075。特此公告。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平检民公告〔2018〕1号

本院在审查焦玉福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中发现，其

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检察机关拟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督促、建议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机关

和组织在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逾期本院将依法提起诉讼。联

系地址：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检察院（平阴县函山路10号），联系

电话：0531-85037217 0531-85037228。特此公告。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14日

致歉信

我叫夏春龙，安徽人，于2017年3月至10月，利用网上

注册的“春龙电器商行”网店销售从非正规渠道购入的含有

非法添加物质西地那非的“葵力果”和“黄秋葵牡蛎合效胶

囊”，向多地多人批发、零售 1165单，合计金额 348107元。

为避免不良后果延续、扩大，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持有该产

品请不要再服用。在此我对我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广大消费

者致以最真诚的道歉。

致歉人：夏春龙

2018年9月14日

我叫吴军航，陕西人，2017年5月利用网上注册的“男人

助跑”网店销售从夏春龙处购入的含有非法添加物质西地那

非的“葵力果”和“黄秋葵牡蛎合效胶囊”，三个月间向多地多

人销售1399单，合计金额153658元。为避免不良后果延续、

扩大，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持有该产品请不要再服用。在此我

对我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广大消费者致以最真诚的道歉。

致歉人：吴军航

2018年9月14日

方正林区 9 月 10 日，

黑龙江省方正林区检察院邀请当地
卫生局、教育局、环保局等单位召开
联席会议，研究推进“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医疗废物清理、水源地保
护”三个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百日攻
坚战。会议提出在调查取证、落实
反馈等方面加强联系，及时互通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违法行政行为整
改等信息，形成严格执法和公正司
法的良性互动。

（张洪茹）

赤城 9 月 10 日，河北省

赤城县检察院按照该县“访贫日”
部署，组织干警深入村庄走访慰问
帮扶贫困户，在给“结对子”贫困户
送去中秋祝福的同时，还开展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和线索
摸排调查活动。活动中，该院共设
立扫黑除恶举报箱 4 个，发放扫黑
除恶和公益诉讼宣传册 500多份。

（迟轩）

开封祥符 近日，河南

省开封市祥符区检察院检察官深
入辖区兴隆乡第一初级中学，以

“金秋送法，护航青春”为主题，结
合该院办理的典型案例，对校园欺
凌的特点及危害、容易发生的犯罪
类型等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郭静）

利川 湖北省利川市检察

院组织拍摄的法治微电影《毁·悔》
近日举行首映式。微电影以该院
办理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为
原型，讲述了剧中人物覃小海如何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由此给当事
人、双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
巨大危害，展现了检察机关和教育
部门关爱、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杨俊）

沛县 江苏省沛县检察院

近日举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司法认定相关问题探讨”主题沙龙
活动。首先，主讲人对该罪名的立
法沿革进行了系统梳理，对犯罪主
观、犯罪客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
绍，随后，与会人员进行讨论，一致
认为拒执案虽小却并不简单，涉及
的民事法律问题、执行程序问题错
综复杂，办案过程中应把案件所涉
及的不同行业的具体规范弄懂理
清，充分发挥亲历性司法精神。

（李培友 刘勇）

枣强 河北省枣强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知识测试。测试内容涵盖党的
十九大报告和应知应会等内容，设
置多种题型，通过真学真考，真赛
真练，引导干警学思践悟，知行合
一，推动检察事业健康发展。

（许春祥）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发扬传统、坚定信念、
执法为民”主题演讲比赛。参赛干
警结合工作实际，引经据典，以案析
理，积极畅谈对理想信念、执法理念
的认识和体会，充分展示了新时期
检察干警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乐于
奉献、廉洁从检的职业精神。

（向晓玲）

寻乌 江西省寻乌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干警集中观看电影《焦
裕禄》。影片中焦裕禄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形
象深深触动了干警的心。大家纷
纷 表 示 ，今 后 在 工 作 中 将 立 足 本
职，切实把焦裕禄精神落实在实际
工作中，积极利用检察职能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朱鑫城）

三原 陕西省三原县检察

院 副 检 察 长 韩 平 近 日 以《讲 政 治
讲法治 讲担当》为题，从保持清醒
头脑、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意识形态
主动权等方面，为全院干警上了一
堂精彩的党课。干警们一致认为党
课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深受启发。

（杨敏）

重庆梁平 重庆市梁平

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参加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内容
测试。测试卷主要围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基本
原则等知识，侧重考察干警对“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基本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情况，以考促学，帮助干警查找
学习中的短板与不足。

（顾玉田）

辽阳太子河 辽宁省

辽阳市太子河区检察院近日为辖
区两所小学的师生送上“开学第一
堂法治课”。检察官以近几年发生
在本辖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为
背景，用情景剧的形式回放了一起
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案件的过程，阐
明了从小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对健
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卢金友 兰志强）

马鞍山雨山 安徽省

马鞍山市雨山区检察院检察官近日
走进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以《冲动
的惩罚》为主题，为新生奉上了一道
特别的“法治营养餐”。检察官以案
释法，阐述了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
罪、寻衅滋事罪、盗窃罪、抢劫罪、妨
害公务罪等六类犯罪的特点和法律
后果，受到学生热情点赞。

（虞巧慧）

南充顺庆 四川省南充

市顺庆区检察院近日邀请该区文明
办主任胡良荣做道德宣讲活动。宣
讲人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授了如何做一个处处讲道德、
讲文明的好公民，并结合检察工作
阐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如何争
当文明检察官等，为该院创建南充
市最佳文明单位奠定了基础。

（何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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